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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要求結合的要求結合的要求結合的要求結合的「「「「看看看看」：「」：「」：「」：「目的的視野目的的視野目的的視野目的的視野」」」」之導出之導出之導出之導出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數學家之視野數學家之視野數學家之視野數學家之視野：：：：不觀看生成的不觀看生成的不觀看生成的不觀看生成的    

 

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    

193b22-35 

jEpei; de; diwvristai posacw'" hJ fuvsi",jEpei; de; diwvristai posacw'" hJ fuvsi",jEpei; de; diwvristai posacw'" hJ fuvsi",jEpei; de; diwvristai posacw'" hJ fuvsi",    

meta; tou'to qrwrhtevon tivni meta; tou'to qrwrhtevon tivni meta; tou'to qrwrhtevon tivni meta; tou'to qrwrhtevon tivni diafevreidiafevreidiafevreidiafevrei    

oJ maqhmatiko;" tou' fusikou' ( kai; ga;roJ maqhmatiko;" tou' fusikou' ( kai; ga;roJ maqhmatiko;" tou' fusikou' ( kai; ga;roJ maqhmatiko;" tou' fusikou' ( kai; ga;r    

ejpivpeda kai; sterea; e[cei ta; fusika;ejpivpeda kai; sterea; e[cei ta; fusika;ejpivpeda kai; sterea; e[cei ta; fusika;ejpivpeda kai; sterea; e[cei ta; fusika;    

swvmata kai; mhvkh kai; stigmav", peri;swvmata kai; mhvkh kai; stigmav", peri;swvmata kai; mhvkh kai; stigmav", peri;swvmata kai; mhvkh kai; stigmav", peri;    

w|n skopei' oJ maqhmatikov" ): e[ti eij hJw|n skopei' oJ maqhmatikov" ): e[ti eij hJw|n skopei' oJ maqhmatikov" ): e[ti eij hJw|n skopei' oJ maqhmatikov" ): e[ti eij hJ    

a jstrologi va e Jte vra h ] me vro" th '"a jstrologi va e Jte vra h ] me vro" th '"a jstrologi va e Jte vra h ] me vro" th '"a jstrologi va e Jte vra h ] me vro" th '"    

fusikh'": eij ga'r tou' fusikou' to; tivfusikh'": eij ga'r tou' fusikou' to; tivfusikh'": eij ga'r tou' fusikou' to; tivfusikh'": eij ga'r tou' fusikou' to; tiv    

ejsejsejsejstin h{lio" h] selhvnh eijdevnai, tw'n de;tin h{lio" h] selhvnh eijdevnai, tw'n de;tin h{lio" h] selhvnh eijdevnai, tw'n de;tin h{lio" h] selhvnh eijdevnai, tw'n de;    

sumbebhko vtwn kaqsumbebhko vtwn kaqsumbebhko vtwn kaqsumbebhko vtwn kaq ’ au Jta ; mhde vn , au Jta ; mhde vn , au Jta ; mhde vn , au Jta ; mhde vn ,    

a[topon, a[llw" te kai; o{ti faivnontaia[topon, a[llw" te kai; o{ti faivnontaia[topon, a[llw" te kai; o{ti faivnontaia[topon, a[llw" te kai; o{ti faivnontai    

levgonte" oi J peri; fuvsew" kai; peri;levgonte" oi J peri; fuvsew" kai; peri;levgonte" oi J peri; fuvsew" kai; peri;levgonte" oi J peri; fuvsew" kai; peri;    

schvmato" selhvnh" kai; hJlivou, kai; dh;schvmato" selhvnh" kai; hJlivou, kai; dh;schvmato" selhvnh" kai; hJlivou, kai; dh;schvmato" selhvnh" kai; hJlivou, kai; dh;    

kai; povteron sfairoeidh;" hJ gh' kai; oJkai; povteron sfairoeidh;" hJ gh' kai; oJkai; povteron sfairoeidh;" hJ gh' kai; oJkai; povteron sfairoeidh;" hJ gh' kai; oJ    

kovsmo" h] ou [. pkovsmo" h] ou [. pkovsmo" h] ou [. pkovsmo" h] ou [. peri; tou vtwn me;n ou \neri; tou vtwn me;n ou \neri; tou vtwn me;n ou \neri; tou vtwn me;n ou \n    

pragmateuvetai kai; oJ maqhmatikov",pragmateuvetai kai; oJ maqhmatikov",pragmateuvetai kai; oJ maqhmatikov",pragmateuvetai kai; oJ maqhmatikov",    

ajllajllajllajll’ oujc h|/ fusikou' swvmato" pevra" oujc h|/ fusikou' swvmato" pevra" oujc h|/ fusikou' swvmato" pevra" oujc h|/ fusikou' swvmato" pevra"    

e{kaston: oujde; ta;e{kaston: oujde; ta;e{kaston: oujde; ta;e{kaston: oujde; ta;    sumbebhkovta qewrei'sumbebhkovta qewrei'sumbebhkovta qewrei'sumbebhkovta qewrei'    

h|/ toiouvtoi" ou\si sumbevbhken: dio; kai;h|/ toiouvtoi" ou\si sumbevbhken: dio; kai;h|/ toiouvtoi" ou\si sumbevbhken: dio; kai;h|/ toiouvtoi" ou\si sumbevbhken: dio; kai;    

cwri vzei: cwrista ; ga ;r th / ' noh vseicwri vzei: cwrista ; ga ;r th / ' noh vseicwri vzei: cwrista ; ga ;r th / ' noh vseicwri vzei: cwrista ; ga ;r th / ' noh vsei    

kinhvsewv" ejsti, kai; oujde;n dikinhvsewv" ejsti, kai; oujde;n dikinhvsewv" ejsti, kai; oujde;n dikinhvsewv" ejsti, kai; oujde;n diafevrei,afevrei,afevrei,afevrei,    

oujde; givgnetai yeu'do" cwrizovntwn.oujde; givgnetai yeu'do" cwrizovntwn.oujde; givgnetai yeu'do" cwrizovntwn.oujde; givgnetai yeu'do" cwrizovntwn.    

 在自然在自然在自然在自然有多少種方式有多少種方式有多少種方式有多少種方式被確定被確定被確定被確定之後之後之後之後，，，，隨隨隨隨

此之後此之後此之後此之後要去觀察數學家要去觀察數學家要去觀察數學家要去觀察數學家1111對自然學家對自然學家對自然學家對自然學家

的區別的區別的區別的區別（（（（亦即由於亦即由於亦即由於亦即由於面與面與面與面與形狀擁有自然形狀擁有自然形狀擁有自然形狀擁有自然

體以及線與點體以及線與點體以及線與點體以及線與點〔〔〔〔也擁有也擁有也擁有也擁有〕，〕，〕，〕，關於關於關於關於它們它們它們它們

數學家觀看數學家觀看數學家觀看數學家觀看））））；；；；還有還有還有還有是否天體學為不是否天體學為不是否天體學為不是否天體學為不

同的或為自然學的部分同的或為自然學的部分同的或為自然學的部分同的或為自然學的部分；；；；因為的確因為的確因為的確因為的確

「「「「日或月是什麼日或月是什麼日或月是什麼日或月是什麼」」」」乃屬於自然乃屬於自然乃屬於自然乃屬於自然學學學學家的家的家的家的

察看察看察看察看，，，，然而若不然而若不然而若不然而若不〔〔〔〔關於關於關於關於〕〕〕〕根據自身之根據自身之根據自身之根據自身之

共行者共行者共行者共行者，〔，〔，〔，〔則乃則乃則乃則乃〕〕〕〕荒誕荒誕荒誕荒誕的的的的，，，，反而反而反而反而他們他們他們他們

表現出既表現出既表現出既表現出既談論談論談論談論關於關於關於關於月和日月和日月和日月和日的自然的自然的自然的自然也也也也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其樣式其樣式其樣式其樣式，，，，並且還有並且還有並且還有並且還有二而擇一地二而擇一地二而擇一地二而擇一地

〔〔〔〔談論談論談論談論〕〕〕〕地與地與地與地與天序天序天序天序為球相的與否為球相的與否為球相的與否為球相的與否。。。。儘儘儘儘

管數學家確實管數學家確實管數學家確實管數學家確實也也也也從事於這些從事於這些從事於這些從事於這些，，，，然而然而然而然而並並並並

非就其非就其非就其非就其為個別之自然體的界限而為個別之自然體的界限而為個別之自然體的界限而為個別之自然體的界限而

言言言言；；；；亦非亦非亦非亦非將諸共行者就其將諸共行者就其將諸共行者就其將諸共行者就其如此已共行如此已共行如此已共行如此已共行

而是來而是來而是來而是來觀察觀察觀察觀察；；；；因此他因此他因此他因此他也行分離也行分離也行分離也行分離：：：：由於由於由於由於

就其在思上而言是分離於變動的就其在思上而言是分離於變動的就其在思上而言是分離於變動的就其在思上而言是分離於變動的，，，，而而而而

且且且且他並不他並不他並不他並不異異異異化化化化之之之之，，，，亦不產生分離的假亦不產生分離的假亦不產生分離的假亦不產生分離的假

誤誤誤誤。。。。    

    

〔〔〔〔譯註譯註譯註譯註〕〕〕〕    

1111    以以以以「「「「數學家數學家數學家數學家」」」」來翻譯來翻譯來翻譯來翻譯「「「「oJ maqhmatikov"oJ maqhmatikov"oJ maqhmatikov"oJ maqhmatikov"」」」」並非最確當的譯法並非最確當的譯法並非最確當的譯法並非最確當的譯法，，，，因為因為因為因為「「「「mavqhmamavqhmamavqhmamavqhma」」」」泛指學問泛指學問泛指學問泛指學問，，，，其複其複其複其複

數型數型數型數型包含器械學包含器械學包含器械學包含器械學（（（（mhcanikhvmhcanikhvmhcanikhvmhcanikhv））））在內在內在內在內，，，，且在到了雅典時期還被談論為且在到了雅典時期還被談論為且在到了雅典時期還被談論為且在到了雅典時期還被談論為「「「「技術技術技術技術」」」」。。。。若人們且以古代若人們且以古代若人們且以古代若人們且以古代

的有學識者如的有學識者如的有學識者如的有學識者如 ThalesThalesThalesThales 為例為例為例為例，，，，人們便很可以瞭解其傳統意義人們便很可以瞭解其傳統意義人們便很可以瞭解其傳統意義人們便很可以瞭解其傳統意義：「：「：「：「mavqhmamavqhmamavqhmamavqhma」」」」被認為是那些有學識的被認為是那些有學識的被認為是那些有學識的被認為是那些有學識的

人所擁有的人所擁有的人所擁有的人所擁有的，，，，他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並且能計算並且能計算並且能計算並且能計算這一切這一切這一切這一切，，，，如如如如 ThalesThalesThalesThales 預測日蝕預測日蝕預測日蝕預測日蝕、、、、以及讓河水以及讓河水以及讓河水以及讓河水

改道改道改道改道。。。。所以在這個傳統的意涵下所以在這個傳統的意涵下所以在這個傳統的意涵下所以在這個傳統的意涵下，，，，諸如天體學和幾何學皆被認作諸如天體學和幾何學皆被認作諸如天體學和幾何學皆被認作諸如天體學和幾何學皆被認作「「「「maqhmatikh;maqhmatikh;maqhmatikh;maqhmatikh;」」」」的下屬科學的下屬科學的下屬科學的下屬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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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然而然而然而，「，「，「，「數學數學數學數學」」」」這個中文詞語這個中文詞語這個中文詞語這個中文詞語，，，，應該更適合用來翻譯應該更適合用來翻譯應該更適合用來翻譯應該更適合用來翻譯「「「「maqhmatikh;maqhmatikh;maqhmatikh;maqhmatikh;」」」」下屬的下屬的下屬的下屬的「「「「ajriqmatikh;ajriqmatikh;ajriqmatikh;ajriqmatikh;」，」，」，」，因因因因

為後者從為後者從為後者從為後者從「「「「ajriqmov"ajriqmov"ajriqmov"ajriqmov"」」」」而來而來而來而來，，，，正是指正是指正是指正是指「「「「數字數字數字數字」」」」或或或或「「「「der Zahlbegriffder Zahlbegriffder Zahlbegriffder Zahlbegriff」，」，」，」，並且更接近於中文傳統並且更接近於中文傳統並且更接近於中文傳統並且更接近於中文傳統

裡對裡對裡對裡對「「「「數學數學數學數學」」」」的用法的用法的用法的用法，，，，而如果將而如果將而如果將而如果將「「「「ajriqmatikh;ajriqmatikh;ajriqmatikh;ajriqmatikh;」」」」譯成譯成譯成譯成「「「「算學算學算學算學」」」」並不甚精確並不甚精確並不甚精確並不甚精確，，，，因為因為因為因為「「「「maqhmatikh;maqhmatikh;maqhmatikh;maqhmatikh;」」」」

所下屬的所有科學都包含了所下屬的所有科學都包含了所下屬的所有科學都包含了所下屬的所有科學都包含了「「「「計算計算計算計算」，」，」，」，這也是在中文傳這也是在中文傳這也是在中文傳這也是在中文傳統裡統裡統裡統裡「「「「數學數學數學數學」」」」和和和和「「「「算學算學算學算學」」」」幾乎沒有區別幾乎沒有區別幾乎沒有區別幾乎沒有區別

的理由的理由的理由的理由。。。。但是由於在中文裡我暫時還找不到足以相應於但是由於在中文裡我暫時還找不到足以相應於但是由於在中文裡我暫時還找不到足以相應於但是由於在中文裡我暫時還找不到足以相應於「「「「maqhmatikh;maqhmatikh;maqhmatikh;maqhmatikh;」」」」的譯名的譯名的譯名的譯名，，，，所以只好姑且所以只好姑且所以只好姑且所以只好姑且

跟隨俗譯跟隨俗譯跟隨俗譯跟隨俗譯，，，，將將將將「「「「maqhmatikh;maqhmatikh;maqhmatikh;maqhmatikh;」」」」和和和和「「「「ajriqmatikh;ajriqmatikh;ajriqmatikh;ajriqmatikh;」」」」分別譯為分別譯為分別譯為分別譯為「「「「數學數學數學數學」」」」和和和和「「「「算學算學算學算學」。」。」。」。    

 

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    

 

從上一章的結論得知，由於自然學處理的是質料與相之結合者的活動，因

而它要求多重意義的結合，那麼它的內容就要是質料與相的結合者，並且似乎更

要在以相為主的意義下來談論。這樣的相則要能關連到活動上的意義，用

Philoponos 的話說：相對於第一哲學所談論是分離者和永恆者的相，自然學所談

論的乃是關於生成者和消亡者的107，那麼就必須要成立一種特別的言說方式，而

能在區別於對永恆不變動者的相之掌握，而要由對運動變化的觀照中關連到這樣

生成者與消亡者的相。很清楚地，這些生成與消亡的運動變化自身無論如何是無

法進入言說的，但是它們的根據言說之相或「是其所已是者」卻可以作為它們生

成的終端而被達到，所以亞理斯多德在上一章通過將對運動變化之觀照歸而轉向

到這些生成者與消亡者的本質上，以對本質自身之活動的言說來取代之；然而這

樣一來卻依然把相同的困境往後推了一步——所不同的只是這樣的本質被視為

只能通過結合而成立的，但是本質之結合依然是活動。那麼，依照上一章之意見

學的工作而被分解出的所謂的「質料」和「相」作為活動之「所由的」和「所往

的」，它們必定不能僅僅只是根據「成素」般分解地被言說的，而需要成立一個

特別的「視野」（skopov"）或「途徑」（mevqodo"），讓它們能夠恰當地結合起來言

說。這種特別的「視野」或「途徑」，便使得自然學如此地成立了，而其成立正

恰好有別於其他相近的科學，不是以研究之對象而有別，乃是以「視野」或「途

徑」有別。那麼，在這一章裡不但要討論自然學的研究方式，還要確定其「學科

性」（die Wissenschaftlichkeit）——通過該種方式成立的此一學科，其在知識上

的地位為何？最後，這樣的學科之視野所成立的學科對象又是什麼？這就是本章

的三個課題：在自然學與數學和其他科學的對照中，一方面確定前者的研究方式

並討論其意義，亦即通過「目的的視野」而成立的對上一章所談論之「自然」之

諸意義的「結合的言說」；另一方面又要進而談論自然學被如此地成立為一門科

學，在知識或真理上的意義、其地位與其限度；最後從上述諸討論中確定「自然

學對象」（ta; fusika;）在「有」上的地位是什麼。 

在文獻第二章這個最開始的段落，在上一章確定了自然的諸意義之後，為

                                                
107

 Philoponos, CAG. Vol. XVI, 194,14-16：「ejphvgage pro;" tw'/ tevlei o{ti peri; me;n tou' cwristou' 
 ei[dou" kai; ajidivou th'" prwvth" ejsti; filosofiva" dialabei'n, peri; de; tou' genhtou' kai; fqartou' 
 ejn toi'" eJxh'" ejrou'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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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進一步確立如何去言說這些不同意義的自然，亞理斯多德首先設定了兩個問

題——自然學家與數學家在哪裡不同？以及天體學是否歸屬於自然學？儘管出

於不同的理由成立了這兩個問題，但是後一個問題的答案則要依賴於前一個的確

定，因為在傳統上天體學被視為數學的下屬科學108。是故，在這一個段落中儘管

設定了第二個問題，但主要仍在談論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因此我將第二個問題的

討論附屬在第一個上；但這兩個問題最後的重點都是擺在這裡：「自然學家怎麼

『看』？」 

現在開始談論「自然學家和數學家在哪裡不同？」，此問題之所以成立，乃

是出於這個理由：無論數學家或自然學家都是「看／研究」（skopei'）那些自然

體（ta; fusika; swvmata），而這些體擁有面、形狀、線與點，所以為什麼自然學

家所看的不是與數學家相同的呢？同樣地反過來說，那些「數學對象」

（ta; maqhmatikav）並不分離地獨立自存而僅僅依於這些自然體上109，那麼數學

家談論它們，毋寧說是也談論了這些自然體，這樣一來豈不是就要說，數學屬於

自然學、是自然學下屬的一門科學？亞理斯多德提出這樣的問題，對於持著傳統

理解的人們而言是很怪異的，正如 Philoponos 的說明：那些人們認為自然學有別

於數學，乃是前者研究萬有的本質而後者研究萬有的共行者和形110；當然，不只

對於他們，當代一般人的素樸見解也很理所當然地會這樣想——數學通過一種

「抽象」（ajfaivresi"）的工作而確定其對象為普遍的、可以與個體分離的形、大

小、距離等等，它們當然是萬有的共行者；那麼，亞理斯多德的問題不是很奇怪

嗎？因為數學對象和那些自然學對象分別是共行者和本質，儘管他們所面對的都

是自然體。當然，根據亞理斯多德，上述這種見解所做的區分是不恰當的，理由

有二：（I）數學作為一門「知識／科學」（ejpisthvmh）其認知上的結果不可能僅

止於共行者，「因為對一切的瞭解（to; eijdevnai）和知道（to; ejpivstasqai）隨著

這個途徑（meqovdou"）而來，在那裡有原理或原因或成素，出於它們人們得知這

些」111，而且「在數學對象裡有原理和成素和原因，並且一般地每一門思的或參

與思的科學（ejpisthvmh dianohtikh; h[ metevcousav ti dianoiva"）論及原因和原理

是更精確或更正確的。」112這些科學都「論及某（確定的）有及某（確定的）種」

（peri o[n ti kai; gevno" ti），那麼就不僅僅止於共行者而已，但因為共行者作為

變動的且與某某可分離的、對於某某不必然是根據自身的，便不可能作為某某的

原理、成素或原因。（II）自然學家並非不研究共行者，根據文獻接下來的談論

就很清楚了：自然學家也研究那些「根據自身的共行者」，他們談論日和月的形

狀、也談論大地是否為圓的。Simplikios 對此的說明是：自然學者也應該要知道

自然物的共行者，否則對於同一種類之自然物，就無法知到其間的差異，甚至乃

有肯定相反者的情況發生113。然而，更確切地應該這樣說：自然學家研究萬有之

                                                
108 見本節文獻譯註 1 的說明。 
109

 參見：Metaphysik H, 1076a32-37; 1077b12-16。 
110

 Philoponos, CAG. Vol. XVI, 219,16-19. 
111

 Physik A, 184a10-12. 
112

 Metaphysik E, 1025b4-7. 
113 Simplikios, CAG. Vol. IX, 292,33-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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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亦研究萬有的那些「根據自然」的共行者，這是很明顯的，因為自然學家

研究的結合本質不能與運動變化毫無關連，而「根據自然」的運動變化始終都也

會在共行者上表現，那麼自然學家會這樣去說那些共行者：對某某而言如此如此

的形狀或大小是「根據自然」的、最適合的，從這裡根據萬有不同之自然而將它

們彼此區別。 

依照上述的兩個理由，自然學和數學都研究一種特定的「有」的原理、成

素或原因，並且研究這些「有」的共行者114，然而如若自然學家和數學家所面對

的同樣都是那些自然體115，那麼數學便要下屬於自然學了。 

亞理斯多德的主張是：儘管數學家和自然學家在這一切中他們所面對是同

樣的那些自然體，但是通過他們所看的不同的「視野」，他們分別為這些自然體

成立了兩種不同的對象，亦即「數學對象」和「自然學對象」，他們以此互相區

別，並且各自去看這些對象的原理、成素或原因，以及其根據自身的共行者。然

而，如此的談論涉及了上述兩種對象之「存有學的位置」（ontologischer Status）

的重新確立，因為數學對象不再是一般所瞭解的共行者，而是某種「有」，但是

那些通過抽象而被設立的形狀、大小、距離等等如何是某種「有」，且又具有原

理、成素和原因？這可能會讓人感到困惑；與此相應地——同時這也才是所要關

注的重點——如果數學乃通過特定的「視野」而設立一種有別於眼睛直接看到之

自然體的數學對象，那麼自然學是否也是如此，作為「自然學對象」的自然也在

「有的位置」上有別於那些自然體，那麼這種對象又具有什麼意義？又，如若人

們說自然體的自然有別於那些自然體，那麼這豈不是自我反駁的？帶著這些可能

的疑問，驅使我接下來要依序進行兩個談論來釐清這些：（a）自然學家和數學家

分別怎樣「看」？（b）通過兩種「視野」所成立的自然學對象和數學對象分別

是什麼？關於自然學的部分，亞理斯多德將它合併於對主張相論的人們的批評

中，從與他們差別的對照中去確定自然學的視野與對象，因此出於一個剪裁議題

的理由，我將那個段落區分到下一節來討論，這一節只談論數學的部分。 

文獻接下來指出，數學家的「看」，不把這些形狀、大小、距離等等視為某

一特定之自然體的界限，並且也不把那些共行者視為某一特定之自然體的根據自

身的內容。換言之，在數學家的視野裡，並不考慮那些自然體「是什麼」，因而

就不考慮究竟是哪些形狀、大小與距離「根據自然」屬於哪些自然體，亦不過問

這些自然體在運動變化中與哪些結合、而哪些屬於這些自然體的最適當的實現；

那麼這樣一來，這些就不再作為「共行者」，一方面由於共行者必有其與之共行

的、亦即本質，然而數學家並不看這個，另一方面則因此那些形狀、大小與距離

不再作為共行者而可以被數學家視為彷彿根據自身而是的。數學家這樣去「看」，

                                                
114

 另可參照 Metaphysik G, 1003a23-26：「oujdemiva ga;r tw'n a[llwn ejpiskopei' kaqovlou peri; tou' 
o[nto" h|/ o[n, ajlla; mevro" aujtou' ti ajpotemovmenai peri; touvtou qewrou'si to; sumbebhkov", oi|on 
aJi maqhmatikai; tw'n ejpisthmw'n」。 

115
 人們當然可以說，數學家也會去看那些出於技術的體，例如幾何學去計算建築結構的比例。

但是，那些技術的體並非根據自身而有這些形狀、大小、距離等等，而乃是它們根據其材料之

作為自然體，而自然體根據自身擁有這些；所以說數學家所看的是自然體，這是很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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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為了可以更好地去研究這些形狀、大小與距離等等東西，正如有特別屬於作

為雄性的生物、以及作為雌性的生物的共行者，而將「雄性的」和「雌性的」分

別視為彷彿根據自身而是的，更可以去研究那些此性，儘管「雄性的」和「雌性

的」並不能分離於「生物」而根據自身是；同樣地對長度、平面等等也有其此性
116。因而，數學家的這種「看」的過程被稱做「抽象」，是故亞理斯多德說，由

此一「視野」所成立的數學對象，在實現上並不能與自然體分離，乃在思上分離

的；並且數學對象是不運動變化的，它們不被視為自然體的共行者，所以對它們

看不出運動變化，因為運動變化必是某某自然體的運動變化而必須也看那些自然

體。 

據此，數學對象是「可思的質料」（u{lh nohth;），由於它們乃在思上被分離

於自然體的，因而「在感覺中出現，但並不是作為可感覺的」117；它們之作為質

料，乃由於它們並非實現地是的而僅僅通過造作活動才能在自然體上被實現，故

它們不作為任何一個實現活動的終端，不能被看作實現的；而它們之作為「可思

的」，其與自然體的「可感的質料」（u{lh aijsqhthv）的差別在於，前者不是任何

特定的，以圓為例，數學對象之圓並不是任何特定的圓，儘管人們能分別地賦予

這些圓特定的直徑與大小而彼此被區別，但它們這樣被區別並非作為任何特定的

「形」，其間的差異更不具任何在感官中之「形」的意義，它們僅僅在思想上作

為一種可能成形的而被確定，就這個意義上人們稱數學對象是「普遍的」，但在

亞理斯多德這裡的意義是，在相似的自然體上可以通過「抽象」而設定出相同的

數學對象，但並不是指這些數學對象是同種的相似者的相。 

由於數學家這樣通過一種特定的「看」而以思來確定其對象，數學即是一

門「思的科學」（ejpisthvmh dianohtikh），據此人們也能知道「思的科學」的特色

是，這些全部都只關於某特定的有與某特定的種，而非關於「有」單單地作為「有」

（peri; o[nto" aJplw'" h|/ o[n），亦不談論其所造作者的「所是者」（to; tiv ejstin），

而僅僅從那裡出發118。是故據此可以進一步說明：這些「思的科學」在通過其特

定之視野而設定對象的同時，這種視野就不是對整個的有的視野，並且該視野也

同時作為限定的條件，使得這些科學所看的對象皆必須依賴條件的設立，因為他

們做的是從所看的事物上分出他們的研究對象，那些事物的成立便是其研究對象

成立的前提；其推論亦必須有賴於基於別的之假設，「思的科學」不必去研究這

些假設是否在實際上為「有」，而只負擔是否能由此更好地推論或解釋的責任，

因為如若它們要這樣做，則它們就不應當在一開始就特定地去「看」。 

因而，亞理斯多德在此段落最後一句話說，數學家從萬有中分離出這些數

學對象，「並不二分」亦「不誕生假的」。事實上，以上兩個說法都在說同一件事

情：所謂「不二分」指的是，數學家以其視野所看出來的數學對象並不是自然體，

                                                
116

 Metaphysik M, 1078a5-8. 
117

 Metaphysik Z, 1036a11-12. 
118

 詳見於：Metaphysik E, 1025b7-18。亞理斯多德這一段對「思的科學」的說明，人們很容易回

想起柏拉圖在《國家篇》（Republik）第六卷末 510B2-D3 段落的「線喻」的談論。我在本論文

中無法處理這個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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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恰恰是由於這樣，數學家去談論那些數學對象之此性、以及其間的推論關

係，這些乃假設就數學對象之根據自身而言的，而不是對自然體的言說，那麼這

些言說當然便不會使自然體成為它所不是的，亦不會在自然體外分出相異的而成

立，因為數學家的抽象是思上的分離、而不是本質上的分離；而「不誕生假的」

亦如此，既然數學家的言說並不說自然體是其所不是的，那麼便不針對自然體在

其之外設立其所不是的，那麼數學家的「看」便不誕生假的。換言之，由於數學

家的「看」乃基於自然體，而從中分離出其所看的對象，那麼數學家便不負擔它

們所看的是否為異化的或假的，因為除非自然體為非有、是假的，數學家的看才

會如此。 

透過文獻的這個段落，亞理斯多德確定了數學家的「視野」及其對象，而

更重要的是從上述的談論中去對應下述的問題：自然學亦作為一門特殊的「思的

科學」，自然學家怎麼「看」？通過如此的「視野」自然學家設定了什麼對象？

如果用數學家的「視野」來為自然學家設定對象，那麼會如何亡異、會誕生什麼

假的？下一節的內容就將談論這些。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駁駁駁駁「「「「ijdevaijdevaijdevaijdeva」」」」之作為不觀看生成的之作為不觀看生成的之作為不觀看生成的之作為不觀看生成的 

 

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    

193b35-194a7 

lanqavnousi de; tou'to poiou'nte" kai;lanqavnousi de; tou'to poiou'nte" kai;lanqavnousi de; tou'to poiou'nte" kai;lanqavnousi de; tou'to poiou'nte" kai;    

oi J ta ;" i jde va" le vgonte": ta ; ga ;roi J ta ;" i jde va" le vgonte": ta ; ga ;roi J ta ;" i jde va" le vgonte": ta ; ga ;roi J ta ;" i jde va" le vgonte": ta ; ga ;r    

fusika ;  cwri v zousin h |tton o [fusika ;  cwri v zousin h |tton o [fusika ;  cwri v zousin h |tton o [fusika ;  cwri v zousin h |tton o [ nnnntatatata    

cwrista; tw'n maqhmatikw'n. givgnoitocwrista; tw'n maqhmatikw'n. givgnoitocwrista; tw'n maqhmatikw'n. givgnoitocwrista; tw'n maqhmatikw'n. givgnoito    

dddd’ a]n  a]n  a]n  a]n tou'to dh'lon, ei[ ti" eJkatevrwtou'to dh'lon, ei[ ti" eJkatevrwtou'to dh'lon, ei[ ti" eJkatevrwtou'to dh'lon, ei[ ti" eJkatevrwnnnn    

peirw ' /to le vgein tou ;" o {rou", kai ;peirw ' /to le vgein tou ;" o {rou", kai ;peirw ' /to le vgein tou ;" o {rou", kai ;peirw ' /to le vgein tou ;" o {rou", kai ;    

aujtw'n kai; tw'n sumbebhkovtwaujtw'n kai; tw'n sumbebhkovtwaujtw'n kai; tw'n sumbebhkovtwaujtw'n kai; tw'n sumbebhkovtwn. to; me;nn. to; me;nn. to; me;nn. to; me;n    

ga;r peritto;n e[stai kai; to; a[rtionga;r peritto;n e[stai kai; to; a[rtionga;r peritto;n e[stai kai; to; a[rtionga;r peritto;n e[stai kai; to; a[rtion    

kai; to; eujqu; kai; to; kampuvlon, e[ti de;kai; to; eujqu; kai; to; kampuvlon, e[ti de;kai; to; eujqu; kai; to; kampuvlon, e[ti de;kai; to; eujqu; kai; to; kampuvlon, e[ti de;    

ajriqmo;" kai; grammh; kai; sch'ma, a[neuajriqmo;" kai; grammh; kai; sch'ma, a[neuajriqmo;" kai; grammh; kai; sch'ma, a[neuajriqmo;" kai; grammh; kai; sch'ma, a[neu    

kinhvsew", sa;rx de; kai; o jstou'n kai;kinhvsew", sa;rx de; kai; o jstou'n kai;kinhvsew", sa;rx de; kai; o jstou'n kai;kinhvsew", sa;rx de; kai; o jstou'n kai;    

a[nqrwpo" oujkevti, ajlla; tau'ta w{spera[nqrwpo" oujkevti, ajlla; tau'ta w{spera[nqrwpo" oujkevti, ajlla; tau'ta w{spera[nqrwpo" oujkevti, ajlla; tau'ta w{sper    

rJi;" simh; ajllrJi;" simh; ajllrJi;" simh; ajllrJi;" simh; ajll’ oujc wJ" to; kampuv oujc wJ" to; kampuv oujc wJ" to; kampuv oujc wJ" to; kampuvlonlonlonlon    

levgetai.levgetai.levgetai.levgetai.    

 做了相同的並且談論了做了相同的並且談論了做了相同的並且談論了做了相同的並且談論了「「「「ijdevaijdevaijdevaijdeva」」」」1111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們遺忘們遺忘們遺忘們遺忘〔〔〔〔這件事這件事這件事這件事〕：〕：〕：〕：他們的確他們的確他們的確他們的確分離那分離那分離那分離那

些作為些作為些作為些作為比比比比數學對象數學對象數學對象數學對象更難分離之萬有更難分離之萬有更難分離之萬有更難分離之萬有

的自然對象的自然對象的自然對象的自然對象。。。。這件事會成為清楚的這件事會成為清楚的這件事會成為清楚的這件事會成為清楚的，，，，

一旦一旦一旦一旦人們想嘗試去言說人們想嘗試去言說人們想嘗試去言說人們想嘗試去言說這兩者之任這兩者之任這兩者之任這兩者之任

何一個的何一個的何一個的何一個的定義定義定義定義，，，，不但它自身的而且其不但它自身的而且其不但它自身的而且其不但它自身的而且其

共行者的共行者的共行者的共行者的〔〔〔〔定義皆如此定義皆如此定義皆如此定義皆如此〕。〕。〕。〕。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奇數奇數奇數奇數

與偶數以及直與曲與偶數以及直與曲與偶數以及直與曲與偶數以及直與曲，，，，並且還有數和線並且還有數和線並且還有數和線並且還有數和線

和樣式和樣式和樣式和樣式，，，，都將是不具變動的都將是不具變動的都將是不具變動的都將是不具變動的，，，，然則然則然則然則肉肉肉肉

軀和軀和軀和軀和骨和人骨和人骨和人骨和人並非也並非也並非也並非也〔〔〔〔將是如此將是如此將是如此將是如此〕，〕，〕，〕，反反反反

而人們談論這些而人們談論這些而人們談論這些而人們談論這些如扁鼻而非作為彎如扁鼻而非作為彎如扁鼻而非作為彎如扁鼻而非作為彎

曲者曲者曲者曲者。。。。    

    

〔〔〔〔譯註譯註譯註譯註〕〕〕〕    

1111    為了在隨後的行文間區別為了在隨後的行文間區別為了在隨後的行文間區別為了在隨後的行文間區別「「「「ijdevaijdevaijdevaijdeva」」」」與與與與「「「「ei\do"ei\do"ei\do"ei\do"」，」，」，」，我暫時只能以我暫時只能以我暫時只能以我暫時只能以「「「「相相相相」」」」來翻譯後者來翻譯後者來翻譯後者來翻譯後者，，，，而前者則不而前者則不而前者則不而前者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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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再再再中譯中譯中譯中譯。。。。    

 

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    

 

緊接著上一段落，在初步指出數學家的「看」之後，亞理斯多德要進一步

說明的確有兩種不同的「看」是不能混淆的，即數學家的和自然學家的；如果沒

有區別這兩種「看」，將對所看的東西異化並且誕生假的，而主張「ijdeva」的人

即是如此。因此在這個段落亞理斯多德通過對主張相論者的批評，對照了自然學

家的「看」與數學家的差異。亞理斯多德說那些主張「ijdeva」的人，亦即對自然

體設定了「ijdeva」來研究的人，遺忘了這回事：他們恰好就是行與數學家相同的

「看」，據此他們從自然體上分離了「自然學對象」從而造作出「ijdeva」；他們這

樣做之所以不恰當的理由是：關於自然學對象，無論是它們本身或它們的共行

者，人們去言說它們的「界定」（o{ro"）皆涉及運動變化（或質料），然而數學對

象並不這樣。對此，我要分解成以下三個側面來仔細談論其中的諸問題：（a）數

學家的「看」有什麼意義？（b）主張「ijdeva」那些人的「看」如何與數學家是

一樣的？（g）亞理斯多德在什麼意義上批評對「ijdeva」的設定？這對自然學研

究的意義是什麼？ 

首先對於（a）側面，現在要再分成兩個要點來仔細說明數學家如何「看」：

（I）那是「抽象」的程序，不把對象看成屬於自然體的而與之分離，那麼藉助

於 Simplikios 的說明：數學家將「三（向度）」（triva）從自然體分離出來，自「三」

之中把「二」（duvo）分離出來作為形，自「二」之中把「一」（miva）分離出來作

為線119。而這些數學對象之所以能根據自身成立，乃由於以言說去界定它們不必

涉及其所被分離的，去說「一」不必涉及「二」、去定義線不必涉及形，換言之，

這是從分離的次序上去看，在後者不必涉及在先者；但是相反地，在恰當的分離

次序上，在先者必定涉及在後者，例如形狀必定涉及線，所以人們不能顛倒過來

對於形而言把線從它那裡分離出去，這樣一來便產生不恰當的分離。從這裡人們

可以得知，數學家對其對象行分離之所以恰當，乃是對於較少內容的而言，將它

們從較多內容的分離出去；而不是對較多內容的而言，從它們「自身」（而不是

它們的共行者）減去其一部份內容再宣稱它們的成立，因為這是很明顯的，任何

東西只要自身的內容被減去，就不再是作為相同的自己而成立（儘管這不代表它

一定會成為非有而不能作為相異的別的而成立）。據此人們進一步得知，決定分

離是否恰當的判準，是在於「對什麼而言」或「就什麼來看」，因為行一相同的

分離，去區別出形和線，對線的成立而言是恰當的，但對於形的成立而言是不恰

當的，因為形根據自身與線結合，另外類似地，形關連於體來說則其成立又是恰

當的。那麼，如果關注於自然體，就自然體來看、對自然體而言，恰當的分離與

                                                
119 Simplikios, CAG. Vol. IX, 293,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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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恰當的亦如是：把自然體從更多內容的那裡分離出來而成立是恰當的120，但把

它們根據自身的內容分離出去則是不恰當的；既然自然學家要在對自然體的「看」

中去確定自然學對象，自然學對象當然就不能是那些內容包含更少的，因為這樣

的「看」會把自然體看成不是自然體，亦即把出於自然的看成不是出於自然的，

那麼如果還能從中設定出「自然」作為自然學對象來繼續研究，這毋寧是行了「亡

異」並且誕生了「假的」。（II）那麼，上述所謂數學家在自然體上從「更多的內

容」中分離出數學對象，所謂「更多的內容」是什麼？答曰：由於數學家乃不就

這些對象歸屬於自然體來觀看，亦即不去觀看它們實際與個別質料結合時的運動

變化——就作為數學對象而被看待來說，自某某的外貌上分離出的「形」乃是就

與某某表現在外貌上之運動變化互不關連而言的，亦即數學家將其「形」根據自

身來觀看，而不根據它屬於某某而處於運動變化中來觀看；但是，這些不運動變

化的「形」之作為不運動變化的，乃是數學家觀看的結果，事實上，這些數學對

象的「有」的基礎乃個別質料（故而亞理斯多德稱呼當它們被數學家如是觀看時，

是作為「可思的質料」），當它們必須與其「有」的基礎一併瞭解時，它們是在運

動變化中的，因為在萬有上的諸「形」它們無一不處於運動變化中。因而，上述

所謂數學對象由那裡分離出來的「更多的內容」，以「形」為例，即是指在萬有

上之形及其運動變化。那麼，數學家的「分離」的意義乃是：就某兩個內容在自

然之萬有中結合，並且通過運動變化來表現出此一結合，但數學家根據某一者自

身來觀看它，而不去觀看它與另一者的結合，由此透過思來將某一者把它與另一

者結合的結合者並立而設置。所以數學家的觀看，並不是把「形」和它的質料分

離並立，而是把「形」和「形與質料的結合者」在思想上並立地設置，並且在這

樣的分離的意義是：數學家不觀看「形」在作為「形與質料的結合者」、並且在

這個結合中表現出來的運動變化，不將運動變化帶入數學對象在思上被掌握的內

容裡。是故，數學家的視野乃是一種不觀看生成或運動變化的視野。 

接著談論（b）側面。亞理斯多德說主張「ijdeva」的人造作了與數學家同樣

的，換言之，他們造作了和數學對象類似的思想對象，而如此造作的結果乃是出

於同樣地不觀看生成或運動變化的視野。亞理斯多德繼而解釋說：自然學對象比

起數學對象來說是「較不可分離的」，並且舉出「肉軀」、「骨」和「人」這些例

子，無論就它們自身以及它們的共行者而言，皆如「扁鼻」一樣，根據自身涉及

運動變化121，換言之，涉及了與質料的結合122。對此我還要分成兩個部分來說明：

                                                
120

 但是由於自然體是發生的，或者說是被直接給予的，人們便很難去說自然體是從哪裡被分離

出來而成立的。要注意的是，不能在這個意義上去說自然體從「混和者」（to; mikto;n）或「無

限定者」（to; a[peiron）那裡被「分離」而成立，如 Anaxagoras 和 Anaximander 的談論，因為

那不是文獻此處亞理斯多德談「分離」的意思，前兩者所談的是位置或排列上從比鄰到分開，

儘管如此地在位置和排列上分開之後那些萬有取得了它們所是者，但嚴格來說它們所獲得的是

命名，而它們的之「所是者」始終都與未分開前的是相同的。 
121

 可以引 Philoponos 的談論來較為仔細地說明之：以「骨」和「肉軀」為例，人們去說這些必

定涉及「乾」與「白」、「軟」與「濕」與「熱」等，而這些乃元素結合的結果，因而不得不涉

及元素，亦即它們的質料。見於：Philoponos, CAG. Vol. XVI, 224,21-225,4。 
122 這裡需要說明一下，涉及質料如何意同於涉及運動變化，如前一註中 Philoponos 所談論的？

對於熟悉亞理斯多德之術語意涵的人而言，以上這回事當然是自明而不待言的，但是在這裡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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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首先，亞理斯多德不是用「不可分離的」這個表達，而是說「較不可分離

的」是什麼意思？Philoponos 直接解釋「較不可分離的」即是「不可分離的」123，

Simplikios 則亦對此解釋說，亞理斯多德說「較不的」乃「透過哲學之謹慎地說」

（di’ eujlavbeian levgein filovsofon），而他其實是要說「不可的」124；儘管可以接

受如此的說明，但是並不能阻止這樣發問：以「扁鼻」為自然學研究的標準範例，

自然對象明顯地必須包含質料或運動變化的，那麼「通過哲學之嚴謹地說」應該

說「不可分離的」而不是「較不的」，若說成是後者，反而看起來是比較寬鬆且

不謹慎的，如此一來，「哲學之謹慎」是在考量什麼呢？對此再區分二個步驟來

討論：（i）首先必須確定，所謂的「分離」是指分離於「質料和相的結合者」，

那麼以「扁鼻」為例，它作為質料和相的結合者，其質料是「鼻肉」125，其相乃

是「扁鼻」的定義：「具如此如此形的鼻肉」；而「扁鼻」之所以能被這樣定義，

這是由於扁鼻是由還未具備「彎曲」之形的肉逐漸地生長，乃至於長成了彎曲形

的鼻肉，故而被說為「扁鼻」。那麼，由於扁鼻就是指從鼻肉生長而成的具彎曲

形的，鼻肉就正是扁鼻，而扁鼻是鼻肉所自己長成的，所以在嚴格意義上如果將

「扁鼻」從鼻肉那裡分離而與之並立，那麼無異於將同一個鼻肉自己與自己並

立，如此將造成對「扁鼻」的否定，因為這樣一來等同於把扁鼻看作是「不包含

鼻肉的鼻肉」、「不由鼻肉生長成的具如此形的鼻肉」；當然，人們可以像數學家

那樣成立「具彎曲形的」作為數學對象而不再是「扁鼻」，但這樣的觀看卻已經

不把「具彎曲形的」看作從鼻肉生長而來的。是故，根據上述嚴格意義來說，自

然對象的確不能分離於「質料與相的結合者」，因為自然對象根據自身正是處於

生成活動中並由生成而來的「質料與相的結合者」，它既不可能與質料分離（如

「扁鼻」與「鼻肉」的分離）、也不可能與「質料與相的結合」分離（如「具彎

曲形的」與「扁鼻」的分離），亦即與整個與自己分離。（ii）然而，如果像數學

家那樣不去觀看某某的運動變化，人們確實可以將已經生長完成而停止生長的

「扁鼻」看作彷彿分離於它生長的活動、以及分離於其所由而生長的「鼻肉」，

因為在根據言說之相上「扁鼻」和「鼻肉」確實有異。但是就作為根據言說之相

或「ijdeva」這方面來說：「扁鼻」和扁鼻（作為結合本質的）、以及「扁鼻」和「鼻

肉」並不如「彎曲」和「扁鼻」那樣容易分離；因為人們必須先不就生成而針對

扁鼻去觀看「扁鼻」，但扁鼻卻是由生成而來的，並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生

                                                                                                                                       
可以問：質料根據自身並不運動變化（可以回想 Antiphon 的論證）。據此我這樣說明：這些自

然體不等同於它們的質料，因而質料在這裡乃它們之「所由的」，既然如此當然涉及運動變化；

換言之，質料具有運動變化之意涵，乃是因為其不被根據自身地看待，在談論自然體之質料時，

皆以質料作為「質料與相之結合者」的質料被看待。那麼所謂「涉及質料」乃是指「涉及與質

料的結合」，並在後者的意義下表現出生成。 
123

 Philoponos, CAG. Vol. XVI, 224,7-8. 
124

 Simplikios, CAG. Vol. IX, 293,28-29. 
125

 但是「鼻肉」不能是個別的這一個或那一個，因為這樣所結合的不是「扁鼻」，而是「這一個

扁鼻」或「那一個扁鼻」；如果自然學家以這些為觀看的對象，那麼他用肉眼觀看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通過思的活動來設立對其觀看對象的掌握。因而「扁鼻」是普遍者而不是個別者，其

作為自然學對象的標準範例，那麼自然學對象究竟是什麼？在現在的段落中還不能論定，我要

留到本章第八節才來討論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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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完成後，「扁鼻」仍包含生長之所由的「鼻肉」。故而，亞理斯多德根據哲學之

謹慎說自然學對象是「較不可分離的」。（II）現在可以根據前述的結果來指出，

主張「ijdeva」的人是在上述（ii）的意義下從運動變化或與質料的結合中分離出

他們的研究對象：他們並立於個別的已生成的人而設立「人自身」

（aujtoavnqrwpo"）、並立於已生成的馬而設立「馬自身」（aujtovippo"），但正如

Philoponos 的評論——「ei\do"」確實是並立於質料的別的，在實現上不能分離、

但在思想上卻可以126，但儘管如此，這些人造作的「ijdeva」並非恰當地是人或馬

的言說（lovgo"），因為當人們去思想實現的人時，在思上所同時擁有的是在質料

中的相以及兩者的結合127；而結合的意義及必須從對生成的觀看才能掌握，亦

即，去認知這個質料與相的結合者乃通過生成「結合而是」。另外再根據

Simplikios，他指出「ei\do"」作為自然學對象是可以與質料分離的，據此亞理斯

多德對這些人的批評是——他們設立的「ijdeva」在內容上與「ei\do"」相似，但前

者被他們看作「型」（paravdeigma），亦即實現的（或已實現的）而不進入生成的，

這樣的掌握並不足以解釋萬有的生成128。根據兩位註解家的談論，可以進一步指

出，亞理斯多德對那些人的批評應該要這樣來理解：他們造作了與數學家相同

的，乃是由於他們和數學家一樣不觀看運動變化或生成，但數學家從自然體那裡

分離的是共行者，他們卻分離了自然體的本質（作為質料與相的結合者）；然而

質料與相的結合者卻只有通過生成才能建立其定義，於是這些人所設立的「ijdeva」

儘管就其作為定義來看在其內容上與「ei\do"」一致，但是前者在不觀看生成的

情況下被設立，無異於從萬有自己（作為結合而是的）整個分離出自己（作為已

生成者的根據言說之相）。他們不看「結合而是」的生成過程，而直接把「結合

而是」的結果設立成「ijdeva」，單純將「結合」設立成一個對象，這種作法相對

於在上一章第七節〔48,16-29〕處所批評的把相和質料各自分別地說一次，毋寧

是另一個極端：為了掌握「結合」，卻去除掉「結合而是」之結合過程的意義而

將結合只說一次。據此可以理解亞理斯多德在別處文獻中嘲諷他們將東西加倍來

計算129，因為他們就生成的結果上並立地複製了完全相同的——將某某自己整個

從自己那裡分離出去130。如此，「ijdeva」的地位是荒謬的，在它被分離的過程中，

                                                
126

 可以對照本論文第四章第二節亞理斯多德分解四種原因，其中第一種與第二種通過言說而被

分離地確定，但這樣的分離必須先經過一個觀看生成的綜合之步驟，這將於本章第五節那裡被

談論。 
127

 上述 Philoponos 的談論，詳見：Philoponos, CAG. Vol. XVI, 225,4-226,11。 
128

 Simplikios, CAG. Vol. IX, 295,11f.；但是在接受 Simplikios 的談論時，人們在另一方面注意的

是，「ijdeva」之作為「型」而不言說生成，乃是在不觀看生成的視野下作為「型」，而並非因為

「型」根據自身不能言說生成。在觀看生成的視野下亦可以設定「型」作為原因，亞理斯多德

在文獻第三章 194b26 處即確定了「相和型」是原因的一種言說方式。 
129 Metaphysik A, 990a34-b8. 
130 如果對照上述在（a）側面中的討論，人們可以額外發現主張相論者自己引發的一個論理困境：

他們的「看」若非設定出完全不同的（如此一來則誕生假的），就是設定出完全相同的（如此

一來有沒有「看」都沒有差別），因為他們皆從自然體上整個分離出它們自己，那麼若非這個

「分離」之減去而讓自然體整個不是（因為他們宣稱所分離出的相與自然體在內容上完全一

樣，但是卻是更完美的、且永恆不變動的），就是複製了一個完全相同的，在研究的進程上原

地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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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複製了完全相同的、又毀滅了它所由而分離者；因為扁鼻的「ijdeva」與扁鼻的

定義完全相同故而也必須包含「鼻肉」、但是在扁鼻的「ijdeva」中由於不包含「鼻

肉」以及「由鼻肉生長來的」之意義，也因而毀滅了扁鼻——扁鼻的「ijdeva」既

不是「彎曲」又不是扁鼻之質料與扁鼻之相的結合，而是尷尬的思想上的造作。 

最後討論（g）側面。從上述兩個側面的談論可知，亞理斯多德對主張「ijdeva」

之人的批評是在於他們在面對那些以生成或運動變化作為其「有」之規定的萬有

時，卻不去觀看生成或運動變化——他們「忘記了」他們所要觀看的對象是在生

成中結合而是的，卻採取與數學家一樣的觀看，在「白」、「美」這些可以用類似

於數學家的方式造作出來的之外，還繼而設定「人」、「馬」——這樣一來「ijdeva」

將不論及這些萬有的特殊之「有」131。然而，亞理斯多德卻不是在批評他們「分

離」了「ijdeva」132。正如亞理斯多德在隨後的段落（194b12-13）說自然學家所

觀看出來的對象為「根據相分離的，但在質料中」（cwrista; me;n ei[dei, ejn u{lh/ 

dev）；人們可以在質料與相的結合者中根據言說來分別質料與相，因為很明顯地，

同一個萬有在其生成活動的開端與終端，分別可以被區分成兩個言說，儘管後一

個包含了前一個而在前一個中，例如「精子」和「人」。所以，「根據相分離」乃

是在思或言說上的造作，這與數學家的分離和主張「ijdeva」的分離是一致的，皆

是並立於個別的某某而設定的「思的對象」（nohto;n）；但亞理斯多德與前兩者不

同的是，他依照觀看生成的視野去觀看那些生成的萬有，因而這些自然對象要被

看作「在質料中」，亦即去看它們與其質料之「結合而是」。亞理斯多德在這個段

落中透過「扁鼻」的範例，指出了自然學對象在其「界定／定義」中必須包含運

動變化，但如何包含運動變化？人們若去看數學對象的界定，則不外乎對一個已

造成的、不運動變化之某某的成素之分解，但自然學家的界定其對象則不能如

此；從本節的討論中可知，自然學家的界定，其界限必須包含對某某之生成而是

之活動和結果的整個。那麼，自然學家該憑藉著什麼來確定界限、以及將兩個不

同的內容觀看其通過生成而結合？根據上一章的談論，亞理斯多德以「相」為主，

那麼如何以此去觀看，他將在隨後的段落來討論，這就是本章第四節以後的課題。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依照視野的分科依照視野的分科依照視野的分科依照視野的分科：：：：數學的與自然學的數學的與自然學的數學的與自然學的數學的與自然學的    
                                                
131

 至於在這些萬有之外，「ijdeva」的設定是否有知識上的意義，則是在這裡亞理斯多德所沒有評

論的。這個論題我不再追究，人們僅需注意到亞理斯多德乃是就運動變化之萬有的領域來批評

「ijdeva」的設定，或許據此還不適合概括下定論說：「亞理斯多德反對如此設定的『ijdeva』」。 
132 Ross 對此附註說，亞理斯多德在這裡是就處理自然學對象的情況來批評柏拉圖學院諸子，不

是通常地對這些人的批評，亦即批評他們讓「ijdeva」在思想之外擁有並立獨存的地位；隨即

Ross 指出，在這裡亞理斯多德批評的意義在於「ijdeva」在思想上都不能被分離，那麼當然在思

想之外能並立獨存也是不可能的（見於：Ross, P.507）。關於 Ross 後半部的談論我不能同意——

「ijdeva」在思想上不能被分離並不是由於它作為「分離的」，而是由於它作為「對諸生成之萬

有行不觀看生成之觀看而分離的」；因而一方面這仍然屬於自然學式的批評、並且也不能據此

如 Ross 的理解般可以進一步反駁「ijdeva」在思想之外擁有並立獨存的地位。是故，人們應這

樣理解：在《自然學》B卷這裡對「分離」的相關談論，能被確定的是它僅僅涉及「言說上的

分離」（cwristo;n lovgw/）或是「思上的分離」（cwristo;n nohvsei），而皆未能進一步被確定為「單

一的分離」（cwristo;n aJp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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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 

194a7-12 

dhloi ' de ; kai ; ta ; fusikw vtera tw 'ndhloi ' de ; kai ; ta ; fusikw vtera tw 'ndhloi ' de ; kai ; ta ; fusikw vtera tw 'ndhloi ' de ; kai ; ta ; fusikw vtera tw 'n    

maqhmavtwn, oi|on ojptikh; kai; aJrmonikh;maqhmavtwn, oi|on ojptikh; kai; aJrmonikh;maqhmavtwn, oi|on ojptikh; kai; aJrmonikh;maqhmavtwn, oi|on ojptikh; kai; aJrmonikh;    

kai ;  a jstrologi va :  a jna vpal ikai ;  a jstrologi va :  a jna vpal ikai ;  a jstrologi va :  a jna vpal ikai ;  a jstrologi va :  a jna vpal in ga ;rn ga ;rn ga ;rn ga ;r    

trovpon tintrovpon tintrovpon tintrovpon tin’ e[cousin th'/ gewmetriva. hJ e[cousin th'/ gewmetriva. hJ e[cousin th'/ gewmetriva. hJ e[cousin th'/ gewmetriva. hJ    

me;n ga;r gewmetri va peri; grammh'"me;n ga;r gewmetri va peri; grammh'"me;n ga;r gewmetri va peri; grammh'"me;n ga;r gewmetri va peri; grammh'"    

fusikh'" skopei', ajllfusikh'" skopei', ajllfusikh'" skopei', ajllfusikh'" skopei', ajll’ oujc h|/ fusikhv, hJ oujc h|/ fusikhv, hJ oujc h|/ fusikhv, hJ oujc h|/ fusikhv, hJ    

dddd’ ojptikh; maqhmatikh;n me;n grammhvn, ojptikh; maqhmatikh;n me;n grammhvn, ojptikh; maqhmatikh;n me;n grammhvn, ojptikh; maqhmatikh;n me;n grammhvn,    

a j lla j lla j lla j ll ’ ou jc h | /  maqhmatikh ; a jll ou jc h | /  maqhmatikh ; a jll ou jc h | /  maqhmatikh ; a jll ou jc h | /  maqhmatikh ; a jll ’  h | / h | / h | / h | /    

fusikhv.fusikhv.fusikhv.fusikhv.    

 並且清楚地數學中諸更作為自然學並且清楚地數學中諸更作為自然學並且清楚地數學中諸更作為自然學並且清楚地數學中諸更作為自然學

的的的的〔〔〔〔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就如視學及和諧就如視學及和諧就如視學及和諧就如視學及和諧學學學學

及天體學及天體學及天體學及天體學：：：：它們確它們確它們確它們確實在某方式上實在某方式上實在某方式上實在某方式上處於處於處於處於

反向地對於幾何學反向地對於幾何學反向地對於幾何學反向地對於幾何學。。。。因為幾何學針對因為幾何學針對因為幾何學針對因為幾何學針對

自然之線而觀看自然之線而觀看自然之線而觀看自然之線而觀看，，，，但並非就其為自然但並非就其為自然但並非就其為自然但並非就其為自然

的的的的，，，，而視學而視學而視學而視學〔〔〔〔觀看觀看觀看觀看〕〕〕〕數學之線數學之線數學之線數學之線，，，，但並但並但並但並

非就其為數學的而是就其為自然的非就其為數學的而是就其為自然的非就其為數學的而是就其為自然的非就其為數學的而是就其為自然的。。。。    

 

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    

 

這個段落所要論證的內容也是和上一個段落有部分重複——亦即去確立有

兩種不同的「看」分別屬於自然學的和數學的，而前一種不能分離於質料與運動

變化之外，在這裡則引入數學的諸下屬科學為證；因而根據文獻談論的軸心議題

來看，此段落要被標定為附屬性的或補充性的談論，儘管如此，稍微仔細地討論

仍然是有益於進行到目前為止的軸心議題——出於一種更完整地建立兩種不同

之「看」之談論的意圖，以下將討論行這兩種不同的「看」的諸科學是怎麼實際

進行研究的。 

在文獻中亞理斯多德繼續說，數學下屬的那些更關連於自然的科學也顯示

了這回事：它們處於與幾何學反向的方式上。亞理斯多德在此把數學的下屬科學

分成兩組，幾何學為一組，視學、和諧學及天體學則為另一組。這兩組的方式是

彼此反向的：前一組看那些實際的體，亦即在體上實現的線和形等等，但不將這

些看作是該體所擁有的，換言之，前一組的方向是從實際的體出發，通過數學家

的「看」而朝向那些分離的數學對象；後一組則看那些數學對象，如那些自存的

線和形，並且據此能對它們做計算，但是並不把它們當作自存的而將之視為某特

定之個體所擁有的，換言之，後一組的方向是從數學對象出發，通過自然學家的

「看」而朝向那些實現的自然對象。那麼，以上兩組科學嚴格意義上皆不單純地

是數學的，因為前者讓自然體進入了數學家的「看」，後者使數學對象進入了自

然學家的「看」上，但由於前者根據的原理是數學的，故仍屬於數學中較被看作

數學的部分，後者雖然根據數學的原理來計算，但是它們的「看」是自然學的，

故乃數學中的較是自然學的部分，所以可以引用 Aquinas 而將後者稱作「中介的

科學」（scientia media）。這些中介的科學之與那些能恰當地被稱作數學的科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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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上相反，表現在它們思想上的起端與終端是不相同的對象，那麼便可以從中

分別出工具和終端，如在技術中的情況一樣，並不是通往工具是通往終點；是故

在此誕生了「運用／帶往」（applico）的意義133，於是 Aquinas 說：「那些科學把

取自純粹數學的原理運用到感覺質料」，並且表示，由於每個東西都自其終端獲

得其種，後一組的思考以自然質料為終端，故亞理斯多德說它們更是自然學的
134。據此也回答了之前設定的一個問題：天體學不應根據傳統被歸於數學，而應

該屬於自然學。並且人們還可以知道，在數學中還有不屬於以上兩組的科學，亦

即算學，或者可以被稱作「純粹數學」，它從數學對象出發而朝向這些數學對象

自身；與此相對地，則有「一般自然學」，從自然對象出發而朝向它們自身，也

就是本論文一直在討論的。 

即使這些中介科學家把數學對象看成的不同的，亦即把數學對象帶到自然

對象上來看，在此一側面他們或許類似於主張相論者的用數學家的看來設定自然

對象，但他們並不產生錯誤，因為他們沒有行不恰當的分離，相反地，他們將那

些被恰當地分離出去的數學對象回歸到自然體上。是故，他們沒有混淆兩種不同

的「看」，並且正是由於恰當地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看」，使他們被認為應當是更

屬於自然學的135，因而這個文獻段落便能與上一個段落一樣，證明了同一件事情。 

對文獻內容的解釋至此告一段落，現在則進一步要以天體學為例來仔細討

論這些科學的研究與自然學的對照，並且進而去回答這個問題：既然這些都下屬

於自然學，那麼自然學在什麼意義上能接受這樣「數理化」的研究？在此我要先

援引 Geminos 對天體學的說明去看所謂自然學是從自然學對象出發而朝向自然

學對象、這些中介科學是從數理對象出發而朝向自然體的實際意義：天體學家對

於諸如天體的本質、能、與其生成和消亡的自然這些自然學的問題並不證論

（ajpodeiknuvw），而是證論諸天體的位序（tavxi"）且明示它們是有秩序（kovsmo"）

的萬有；他們也證論大地、日、月的形、大小與相對位置、諸天體的聯繫、以及

它們路徑中的量和質，他們訴諸算學與幾何學來證論這些。自然學家與天體學家

通過不同的途徑達到相同的，例如對於「太陽是巨大的體」、「大地是圓的」，自

然學家從天體的本質，或者從能、或者從它擁有更好的存有、或者從生成與變動

來證論每一個136，天體學家則從天體的形和大小的共行者、或從運動的量和時

間。前者朝向生產的能（eij" th;n poihtikh;n duvnamin）去察看而經常談及了原因，

而後者則較不看原因，例如當他們指明天體和大地是圓的137，甚至不意圖去看原

                                                
133

 在此也額外地能在一個基礎的意義上確定後世所謂「應用科學」的意義：將某一科學對象之

原理帶到另一種對象上並且看作屬於它們的，並且能這樣做的條件為前一種對象是分離自後一

種對象而被設立的。 
134 以上 Aquinas 的談論皆見於：Aquinas, CP., Lectio 3, 8。 
135

 不同的科學的區別乃是不同的「看」的方式，亦即不同的「視野」，這項建立「學科性」的原

則在此得到又一次的確認；當然，人們會回想起亞理斯多德更典型的區別：針對不同的本質設

立不同的科學，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這些不同的本質正是通過不同的看而在思上被確立

的，無論這些不同的科學對象在實現上是屬於同一種或不同種的有。 
136

 也就是說，自然學家從這些屬於本質的、並且將它們看作是屬於本質的，而去證論。 
137 因為他們較不關注這些圓的「是什麼」，而較關注這些「是圓的」。另外可以引 Aquinas 對自

然學與天體學通過不同的方法而抵達相同的結論的說明，作為這個例子的補充：大地是圓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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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例如當他們討論日蝕；另外他們還根據假設發現（kaq’ uJpovqesin euJrivskei）

來證論某些軌跡，其出現將拯救諸現象（ta; fainovmena）138。從 Geminos 的談論

中人們可以知道：天體學藉助於數學對象及其原理去看並且證論自然體，實際上

的成果乃是談論了它們的共行者上的運動變化的秩序，並且往往不涉及原因，亦

即對於自然學家而言的自然或本質，甚至他們在不知道本質或原因的情況下，可

以為了這些共行者的運動變化自身能被拯救而根據假設來行證論；因而儘管一方

面他們被指認為將這些數學對象的原理帶到自然體上並看作屬於自然體的、故更

是屬於自然學的，但是另一方面這並不代表他們就自然體自身而去思考和談論，

因而他們並不觸及自然學對象。不過，由於他們仍談論了特定的自然體的這些共

行者，某些形屬於這些體、某些大小屬於那些，並非不去區分它們所屬的對象地

談論一般的形和大小，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是屬於自然學的，惟這些中介科學研究

自然體的共行者更甚於本質，故自然學接納這些「數理化」的中介科學，乃是由

於它們能增添對根據自然之共行者（而不是共行者一般）的瞭解。 

與此相對地，顯示自然學去掌握這些自然體的根據自然的諸共行者，諸如

知道大地和太陽的形、大小、以及諸天體自己運行的軌跡，為了使得更能談論如

此如此的本質當擁有這些共行者、出於如此如此的自然當生成這些、並且如此如

此地運動變化，如在前一章我所一直談論的，對共行者及運動變化的瞭解將被歸

於萬有自身之有、另一方面也藉由這些運動變化的而更知道這些在運動變化中的

本質，並且就這些本質結合著如此如此的共行者與運動變化，它們便能被看成自

然。是故，人們一方面得知這些更屬於自然學的中介科學，在整個自然學研究中

扮演著分辨哪些共行者屬於哪些本質、歸約那些規則的與看似不規則而無原因的

運動變化到它們的本質上的角色，並且另一方面也讓本質能與它們結合起來被

看，使得進一步讓自然學能夠從這種變動的意義去談論這些本質，那麼所謂不分

離於質料和運動變化的看的意義即是如此。那麼，在此再次確認了自然學家的

看，他們既去看共行者也去看本質，但是都將它們全部（作為變動的自然體）整

個地看成出於某某本質的，通過這個視野，自然學家方才將自然體的本質設定成

為自然，亦即對質料與相之結合者的觀照。然而，上述看的過程是如何進行的？

本質及其共行者必定有區別，並且本質與變動亦如是，那麼這些共行者與變動它

們究竟要如何被看作屬於相的、並且它們這樣乃是要成為相的？本質究竟要如何

才能被看成變動者的相？同樣地這些都將人們帶往與上一節末相同的發問，那麼

在以上這兩節等於是透過兩方面來引導到這一發問後，現在即是一個恰當的時機

進入下一節的談論來做出回答。 

 

                                                                                                                                       
以自然學方法證明，例如大地的每個部分在每一處地並且都相等地在中間結合；而以天體學方

法證明，例如從月蝕的形來證明、或從同樣的星辰不能在大地的每一處被看見的事實。見於：

Aquinas, CP., Lectio 3, 9。 
138

 Geminos von Rhodos 的這個談論是對同鄉的 Poseidonios 所著 Meteorologica 的註解，我所簡

述的乃Simplikios輾轉從Alexander的註解那裡引述過來的內容，見於：Simplikios, CAG. Vol. IX, 

291,21-2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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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類比類比類比類比的引導的引導的引導的引導：「：「：「：「從兩方從兩方從兩方從兩方」」」」觀看質料與相觀看質料與相觀看質料與相觀看質料與相    

 

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 

194a12-27 

ejpri; dejpri; dejpri; dejpri; d’ hJ fuvsi" divcw'", tov te ei\do" hJ fuvsi" divcw'", tov te ei\do" hJ fuvsi" divcw'", tov te ei\do" hJ fuvsi" divcw'", tov te ei\do"    

kai; hJ ukai; hJ ukai; hJ ukai; hJ u{lh, wJ" a[n eij peri; simovthto"{lh, wJ" a[n eij peri; simovthto"{lh, wJ" a[n eij peri; simovthto"{lh, wJ" a[n eij peri; simovthto"    

skopoi'men tiv ejstin, ou{tw qewrhtevronskopoi'men tiv ejstin, ou{tw qewrhtevronskopoi'men tiv ejstin, ou{tw qewrhtevronskopoi'men tiv ejstin, ou{tw qewrhtevron    

: w{st: w{st: w{st: w{st’ ou [t ou [t ou [t ou [t’ a[neu u {lh" ta; toiau'ta a[neu u {lh" ta; toiau'ta a[neu u {lh" ta; toiau'ta a[neu u {lh" ta; toiau'ta    

ou[te kata; thvn u{lhn. kai; ga;r dh; kai;ou[te kata; thvn u{lhn. kai; ga;r dh; kai;ou[te kata; thvn u{lhn. kai; ga;r dh; kai;ou[te kata; thvn u{lhn. kai; ga;r dh; kai;    

peri; touvtou ajporhvseien a[n ti", ejpei;peri; touvtou ajporhvseien a[n ti", ejpei;peri; touvtou ajporhvseien a[n ti", ejpei;peri; touvtou ajporhvseien a[n ti", ejpei;    

du vo ai J fu vsei", peri ; pote vra" tou'du vo ai J fu vsei", peri ; pote vra" tou'du vo ai J fu vsei", peri ; pote vra" tou'du vo ai J fu vsei", peri ; pote vra" tou'    

fusikou'. h[ peri;fusikou'. h[ peri;fusikou'. h[ peri;fusikou'. h[ peri; tou' ejx ajmfoi'n_ ajll tou' ejx ajmfoi'n_ ajll tou' ejx ajmfoi'n_ ajll tou' ejx ajmfoi'n_ ajll’ 

ei j peri ; tou ' e jx a jmfoi 'n , kai ; peri ;ei j peri ; tou ' e jx a jmfoi 'n , kai ; peri ;ei j peri ; tou ' e jx a jmfoi 'n , kai ; peri ;ei j peri ; tou ' e jx a jmfoi 'n , kai ; peri ;    

eJkatevra". povteron ou\n th'" aujth'" h[eJkatevra". povteron ou\n th'" aujth'" h[eJkatevra". povteron ou\n th'" aujth'" h[eJkatevra". povteron ou\n th'" aujth'" h[    

a[llh" eJkatevran gnwrivzein_ eij" me;na[llh" eJkatevran gnwrivzein_ eij" me;na[llh" eJkatevran gnwrivzein_ eij" me;na[llh" eJkatevran gnwrivzein_ eij" me;n    

ga ;r tou ;" a jfcai vou" a jpoble vyantiga ;r tou ;" a jfcai vou" a jpoble vyantiga ;r tou ;" a jfcai vou" a jpoble vyantiga ;r tou ;" a jfcai vou" a jpoble vyanti    

do vxeien a [n ei \nai th '" u {lh" ( e jpi ;do vxeien a [n ei \nai th '" u {lh" ( e jpi ;do vxeien a [n ei \nai th '" u {lh" ( e jpi ;do vxeien a [n ei \nai th '" u {lh" ( e jpi ;    

mikro;n gavr ti mevro" jEmpedoklhmikro;n gavr ti mevro" jEmpedoklhmikro;n gavr ti mevro" jEmpedoklhmikro;n gavr ti mevro" jEmpedoklh'" kai;'" kai;'" kai;'" kai;    

Dhmovkrito" tou' ei[dou" kai; tou' tiv h\nDhmovkrito" tou' ei[dou" kai; tou' tiv h\nDhmovkrito" tou' ei[dou" kai; tou' tiv h\nDhmovkrito" tou' ei[dou" kai; tou' tiv h\n    

e i \nai h {yanto ) :  ei j  de ;  h J  te v cnhe i \nai h {yanto ) :  ei j  de ;  h J  te v cnhe i \nai h {yanto ) :  ei j  de ;  h J  te v cnhe i \nai h {yanto ) :  ei j  de ;  h J  te v cnh    

mimei'tai th;n fuvsin, th'" de; au jth'"mimei'tai th;n fuvsin, th'" de; au jth'"mimei'tai th;n fuvsin, th'" de; au jth'"mimei'tai th;n fuvsin, th'" de; au jth'"    

ejpisthvmh" eijdevnai to; ei\do" kai; th;nejpisthvmh" eijdevnai to; ei\do" kai; th;nejpisthvmh" eijdevnai to; ei\do" kai; th;nejpisthvmh" eijdevnai to; ei\do" kai; th;n    

u{lhn mevcri tou ( oi|on ijatrou' uJgiveianu{lhn mevcri tou ( oi|on ijatrou' uJgiveianu{lhn mevcri tou ( oi|on ijatrou' uJgiveianu{lhn mevcri tou ( oi|on ijatrou' uJgiveian    

kai ; colh ;n kai ; fle vgma, e jn oi |" h Jkai ; colh ;n kai ; fle vgma, e jn oi |" h Jkai ; colh ;n kai ; fle vgma, e jn oi |" h Jkai ; colh ;n kai ; fle vgma, e jn oi |" h J    

uJgiuJgiuJgiuJgi veia, oJmoivw" de; kai; oijkodovmou tovveia, oJmoivw" de; kai; oijkodovmou tovveia, oJmoivw" de; kai; oijkodovmou tovveia, oJmoivw" de; kai; oijkodovmou tov    

te ei\do" th'" oijkiva" kai; th;n u{lhn,te ei\do" th'" oijkiva" kai; th;n u{lhn,te ei\do" th'" oijkiva" kai; th;n u{lhn,te ei\do" th'" oijkiva" kai; th;n u{lhn,    

o{ti plivnqoi kai; xuvla: wJsauvtw" de; kai;o{ti plivnqoi kai; xuvla: wJsauvtw" de; kai;o{ti plivnqoi kai; xuvla: wJsauvtw" de; kai;o{ti plivnqoi kai; xuvla: wJsauvtw" de; kai;    

ejpi; tw'n a[llwn ), kai; th'" fusikh'" a[nejpi; tw'n a[llwn ), kai; th'" fusikh'" a[nejpi; tw'n a[llwn ), kai; th'" fusikh'" a[nejpi; tw'n a[llwn ), kai; th'" fusikh'" a[n    

ei [h to ; gnwri vzein a jmfote vra" ta ;ei [h to ; gnwri vzein a jmfote vra" ta ;ei [h to ; gnwri vzein a jmfote vra" ta ;ei [h to ; gnwri vzein a jmfote vra" ta ;    

fuvsei".fuvsei".fuvsei".fuvsei".    

 既然自然二分地既然自然二分地既然自然二分地既然自然二分地〔〔〔〔被談論被談論被談論被談論〕，〕，〕，〕，既為相既為相既為相既為相

又為質料又為質料又為質料又為質料，，，，就像就像就像就像關於關於關於關於「「「「扁鼻的扁鼻的扁鼻的扁鼻的」」」」而去而去而去而去

觀看它是什麼觀看它是什麼觀看它是什麼觀看它是什麼，，，，據據據據此去觀察此去觀察此去觀察此去觀察：：：：正如這正如這正如這正如這

類東西既非不具質料又非根據質類東西既非不具質料又非根據質類東西既非不具質料又非根據質類東西既非不具質料又非根據質

料料料料。。。。如此那麼的確有人可能如此那麼的確有人可能如此那麼的確有人可能如此那麼的確有人可能會會會會針對這針對這針對這針對這

個而個而個而個而質問質問質問質問，，，，既然既然既然既然自然為二自然為二自然為二自然為二，，，，關於兩關於兩關於兩關於兩者者者者

中的哪個屬於自然學家中的哪個屬於自然學家中的哪個屬於自然學家中的哪個屬於自然學家。。。。或者關於從或者關於從或者關於從或者關於從

兩方兩方兩方兩方〔〔〔〔結合而成結合而成結合而成結合而成〕〕〕〕的的的的？？？？但若關於從兩但若關於從兩但若關於從兩但若關於從兩

方的方的方的方的，，，，也就關於兩者中的各自的也就關於兩者中的各自的也就關於兩者中的各自的也就關於兩者中的各自的。。。。究究究究

竟去認知兩者中的各自的竟去認知兩者中的各自的竟去認知兩者中的各自的竟去認知兩者中的各自的乃屬於同乃屬於同乃屬於同乃屬於同

一個一個一個一個〔〔〔〔認知認知認知認知〕〕〕〕抑抑抑抑或不同的或不同的或不同的或不同的？？？？由於人們由於人們由於人們由於人們

會會會會從前人那裡去看從前人那裡去看從前人那裡去看從前人那裡去看而而而而它們它們它們它們〔〔〔〔即諸前人即諸前人即諸前人即諸前人

所主張之自然所主張之自然所主張之自然所主張之自然〕〕〕〕會會會會被被被被認定認定認定認定是質料是質料是質料是質料（（（（因因因因

為少許地恩裴多克列斯的為少許地恩裴多克列斯的為少許地恩裴多克列斯的為少許地恩裴多克列斯的某某某某部分與部分與部分與部分與

德墨克理托斯德墨克理托斯德墨克理托斯德墨克理托斯聲稱了聲稱了聲稱了聲稱了「「「「種種種種／／／／相相相相」」」」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是其所已是者是其所已是者是其所已是者是其所已是者」」」」）；）；）；）；但但但但又如技術模仿又如技術模仿又如技術模仿又如技術模仿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到到到到某限度上去察看相以及質料某限度上去察看相以及質料某限度上去察看相以及質料某限度上去察看相以及質料

乃屬於同一個知識乃屬於同一個知識乃屬於同一個知識乃屬於同一個知識（（（（例例例例如如如如健康以及膽健康以及膽健康以及膽健康以及膽

汁和黏液屬於醫生汁和黏液屬於醫生汁和黏液屬於醫生汁和黏液屬於醫生〔〔〔〔的知的知的知的知識識識識〕，〕，〕，〕，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在後者中在後者中在後者中在後者中，，，，並且相同地房屋的相以及並且相同地房屋的相以及並且相同地房屋的相以及並且相同地房屋的相以及

作為質料的作為質料的作為質料的作為質料的1111皆屬於建築師皆屬於建築師皆屬於建築師皆屬於建築師，，，，亦即磚亦即磚亦即磚亦即磚

頭與木材頭與木材頭與木材頭與木材；；；；並且在別的那裡亦如並且在別的那裡亦如並且在別的那裡亦如並且在別的那裡亦如

是是是是）））），，，，那麼那麼那麼那麼從兩方地對諸自然的認知從兩方地對諸自然的認知從兩方地對諸自然的認知從兩方地對諸自然的認知

也也也也就會是屬於自然學的就會是屬於自然學的就會是屬於自然學的就會是屬於自然學的。。。。    

    

〔〔〔〔譯註譯註譯註譯註〕〕〕〕    

1111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th;n u{lhnth;n u{lhnth;n u{lhnth;n u{lhn」」」」這個用這個用這個用這個用 accusativus respectusaccusativus respectusaccusativus respectusaccusativus respectus 的表達的表達的表達的表達，，，，在此並不是在此並不是在此並不是在此並不是說根據自身是質料的某說根據自身是質料的某說根據自身是質料的某說根據自身是質料的某

某某某某，，，，而是指作為質料的某某而是指作為質料的某某而是指作為質料的某某而是指作為質料的某某。。。。在技術之活動中無物根據自身為質料在技術之活動中無物根據自身為質料在技術之活動中無物根據自身為質料在技術之活動中無物根據自身為質料，，，，它們皆是自然物且在造它們皆是自然物且在造它們皆是自然物且在造它們皆是自然物且在造

作作作作活動中作為質料活動中作為質料活動中作為質料活動中作為質料；；；；與此相類比地與此相類比地與此相類比地與此相類比地，，，，自然物也沒有一個根據自身為質料自然物也沒有一個根據自身為質料自然物也沒有一個根據自身為質料自然物也沒有一個根據自身為質料，，，，而是在其生成活動而是在其生成活動而是在其生成活動而是在其生成活動

中作為質料中作為質料中作為質料中作為質料。。。。相反相反相反相反地地地地，，，，與這句話說與這句話說與這句話說與這句話說「「「「房屋的相房屋的相房屋的相房屋的相」」」」對照對照對照對照，，，，萬有根據自身是萬有根據自身是萬有根據自身是萬有根據自身是相或相或相或相或「「「「是其所已是者是其所已是者是其所已是者是其所已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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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已經初步地確定了以相來觀看的方向這裡已經初步地確定了以相來觀看的方向這裡已經初步地確定了以相來觀看的方向這裡已經初步地確定了以相來觀看的方向。。。。 

    

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    

 

從文獻第一章行文至此，同樣一件事不斷從不同的側面被指出：自然學家

的視野必須包含質料與相，並且在生成的意義上，將質料及運動變化看作關連於

相並且朝向它的，進而在原因的掌握上，從質料與相之結合者那裡掌握自然。在

前面三個段落確定並總結了自然學家的「看」之後，亞理斯多德隨即正式地處理

「自然」被研究的途徑，他以一連串的發問開啟了一個重要的問題，而這也是這

個途經首先會遭遇到的困難——被設立的自然學對象必須包含質料與相兩個，而

這兩個方式的看如何能成為同一次的看，而不是不同的看兩次或相同的看兩次？

前者不會把兩者看作同一個、後者則只能看出同一個而不能分辨兩者，但除此之

外哪有其他可能？若此，那麼如何能將質料看作屬於相的、更遑論那些共行者及

運動變化？這個段落要分成三個部分來談論：（a）上述問題之所從出的情況、（b）

對上述問題的仔細陳述、以及（g）對上述問題的回答。 

（a）此問題是從亞理斯多德如是之敘述所引出的：自然雙重地既是相又是

質料，自然學家正如去看「扁鼻是什麼」，同樣地將他們的觀察以這樣來進行——

把自然體視為既在質料上的、又不根據質料的（亦即自然體並非以質料來決定其

所是者）。對此，首先人們必須問：去看「扁鼻是什麼」以及去看「自然是什麼」，

儘管前者是亞理斯多德在前面的段落已用來說明的，但是它作為自然學研究的

「範型」（paravdeigma）而不僅僅只是「根據類比」，是可以再進一步說明的：如

何以對「扁鼻」的看運用到對每一個之「自然」的看？這需要再就對「扁鼻」的

觀看再作一般地分解。依照 Philoponos，如此之對扁鼻的定義方式，即是自然學

家看自然的範型，他引用《論靈魂》（De Anima）的段落（403a29-b16）指出，

定義有三種方式：從相、從質料或從兩者結合（ejk tou' sunamfotevrou），而自然

學家是從結合來定義；以「怒氣」（qu'mov"）為例，若從質料來定義是「心臟周遭

的血液的沸騰」，而從相是「報復的渴望」，最後，從兩者結合即是「藉由報復之

渴望的心臟周遭之血液的沸騰」139。如此在從兩者結合去定義的方式中，質料被

帶到相上面去理解，因為血液沸騰之所藉由的乃報復之渴望；換言之，人們在對

「怒氣」這一種運動變化的現象的認知，乃是進入對「報復之渴望」的理解上，

且當報復之渴望通過血液之沸騰而實現時，便表現為「怒氣」；同樣地對「扁鼻」
140，那是一個在人體上處於運動變化的（如歷經歲月而生長、改變的）器官，而

                                                
139 Philoponos, CAG. Vol. XVI, 228,16-20. 
140 在此可以問一個怪異的問題：儘管就扁鼻自身而言，其乃出於自然的，所以上述的這些談論

很可以作為自然學研究的範型，但是當扁鼻被看作蘇格拉底的，那麼人們就必定得說扁鼻出於

蘇格拉底的自然，這是很奇怪的，難道蘇格拉底作為一個個體的人，他就必定帶著扁鼻，且扁

鼻之相乃出於蘇格拉底之相？但這是很明顯的：即使蘇格拉底的扁鼻經過整形或傷害而消失

了，蘇格拉底依然維持他自己。那麼蘇格拉底之相，就不能只是人之相加上其身上諸特徵之相，

因為後者作為諸部分，其總和將不等於蘇格拉底之相。同樣地人們可以回憶在前一章的一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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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一器官自身如此的變動，人們將之理解為鼻肉根據一特定之彎曲之形的生長

過程，並轉而進入以「在鼻肉上的彎曲形」為主來掌握之。是故，一般地說，自

然學家是這樣做：他們去掌握某某的各式各樣的運動變化，從中分辨出根據自然

的，並且逐步地對它們進行仔細的描述，在這樣的描述中去分解出所由的和所往

的，而把它們之所往的都歸諸同一個，說它們皆以此變動，並且這樣地取得對它

們的定義。所以自然學家研究運動變化，乃是更為了瞭解運動變化者，對這些運

動變化者的瞭解，也唯有通過對其出於自然的運動變化的瞭解，如上所述，這些

變動者的定義必須包含變動並從中建立起來；自然學家通過上述從結合的定義，

將運動變化包含起來並掌握成運動變化者之相的成為自己的活動。然而自然學家

做如此之定義活動，與數學家有根本上的不同，因為不僅僅只是前者之定義的內

容以結合且包含變動的而有別於後者；如果一般而言的「定義／界限」（oJrismov"）

的意義是，通過一個特定的視野（如自然學家的或數學家的），將應當歸屬於某

某的歸屬於它、以及將不應當的與它區別，那麼每個不同之科學之定義活動（不

僅僅作為定義結果之內容）在某意義上皆彼此不同。儘管不同科學之定義活動都

可以一般化地被指為「類加上種差」，但很明顯地人們不可能單單只對於「雙足

的且擁有語言能力的會毀朽的生物」之定義的掌握，就能瞭解「人」的自然，但

是對數學對象卻可以，因為在前一種情況下一方面人們若不通過眼睛的看，將只

涉及上述定義中所使用的名詞，如亞理斯多德在之前（193a3-9）所嘲諷過的；

另一方面，則人們卻又不能僅僅只以眼睛所看到的作為理解，因為自然學對象仍

然是通過思想上的界定而確認的。從這裡人們知道，自然學家的視野下所做的定

義，既不是單純地將眼睛看到的東西加以命名和彼此歸屬，如新時代以降的實證

意義下的自然科學家所做的，亦不是將那些應當被歸屬於某一有的界限之內的內

容做一個單純的思想上的歸屬而已，否則他將像主張「ijdeva」的人一樣，把每一

個自然體整個相同地自它們自己分離出去，而事實上的結果是僅僅設定了它們的

名稱作為其認知；因為自然學家之行定義，乃是將眼睛看到的那些諸多相異的，

不分離地帶往同一個思想對象來理解，亦即「從兩方的」（ejx ajmfotevrou），從而

在理解上掌握了生成之自然物的相，如前文以「怒氣」和「扁鼻」為例的那樣。

是故最後來回答本部分所提出的問題：所舉的對扁鼻或怒氣的定義方式即是自然

學家之看的範型，但需要說明的條件是，該範型不僅僅是內容上有別於數學家或

相論者或其他科學。 

（b）自然學自身的問題便在上述情況中產生，亞理斯多德這樣問：由於自

然有兩個，自然學家要論「從兩方的」，那麼就是要認識這兩個的每一個，那麼

如此之自然學是一個相同的科學還是兩個不同的？若人們回想起對科學的區分

乃是不同的「看」，便可以理解亞理斯多德是指對質料和相的「看」將可能是兩

種不同的「看」。這個疑慮如下：（I）首先來談對質料的「看」，對於一個處於運

                                                                                                                                       
（192b9），亞理斯多德說生物及其部分出於自然。在本論文此處，我不談論這個整體與部分、

或相彼此結合的困境，而只從這裡指明一個特殊的情況：自然學家之看，必須先涉及對自然體

的分割與界定的尺度，亦即定義問題。現在看起來這是一個岔出的談論，但是它將成為文獻第

三章、亦即本論文第四章所要談論的一個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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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變化的自然體，人們為其設定質料乃是通過類比141，因為如 Simplikios 所言，

質料是「根據類比」（ kata; ajnalogivan）被認知者，而相則「根據流入」

（kata; ejpevreisin）142；這是很明顯的，由於質料被說成是相以及一切共行者的

基體，在另一處文獻中亞理斯多德談論將這些去除之後留下來的即是質料，質料

因而不是任何特定的東西143，既然沒有這些限定，當然就並不流入人們的眼睛

裡，相反地，所有流入的是形，進而對形在思上掌握成相，如同「ei\do"」這個

詞從眼睛的看而來。那麼，再參照《自然學》A卷的談論來理解所謂的根據類比

去認知出於自然之某某的質料：它是在相及其相反者（ejnantivon）——亦即缺

乏——被設立的情況下，就作為運動變化之終端的相的缺乏亦要有一承載之維持

者而被設立的，並且同樣的維持者也直至終端承載了相；是故，人們對運動變化

之終端作為在體上實現的相回溯而根據類比地設定在運動變化之開端的缺乏亦

同樣與相一樣處於體上，但由於此體的相是缺乏，所以它不具有任何限定。故而

人們去看某棵樹的質料為種子，這裡的「種子」作為質料並不是強調它是哪一個

特定的、具有某某形或量或質的，儘管種子在實際上無一不具有實現的相，但是

作為從樹那裡設定出來之質料的「種子」，是一種思想上的對象，是從實現的這

棵樹所包含的其中一部份——亦即其基體——回溯地類比的結果，其意義僅在於

作為樹的生長活動之所由的理解，人們由於在時序上的先前看見了一顆種子的相

生長成樹的相，所以才用同名的「種子」命名樹的質料；同樣地，技術物中的床

的木材亦如是同名地被稱呼（否則，木匠所施工的對象就是木材的相了，而這是

荒謬的）。那麼這樣的「看」，是對運動變化之萬有的反方向回溯的「看」，據此

人們設定運動變化者之「所由的」為質料。（II）再來談論對相的「看」，如前所

述，是就流入而被給定的內容去看，亦即順著運動變化之過程的方向去看，在運

動變化尚未完成時，去看那些當下的萬有的各個形、質、量等等，並且在運動變

化完成時去看該萬有是什麼，然後把前面那些表現在形、質、量等等上面的變動

都看成是屬於變動終端所成為的那個萬有的內容（而對質料的看卻相反地要把這

些從質料上去除掉），藉此對萬有之所是者設立其相。所以這才如 Simplikios 所

言，相乃根據流入而被認知者，惟相不等同於流入，而是藉由流入的諸內容作一

個在其運動變化流入順序的順向的看所設定出來的思想對象。當然，如此關連到

變動的相也包含著質料，從這裡人們又可側面地得知，質料是人們從自然物之種

相本身的內容逆推地類比回該相之缺乏的，因而質料或多或少是一種思想上的被

分離者，在亞理斯多德這樣的談論下，被分離的反而不是相而可能是質料。無論

如何，人們都可以確定：儘管質料要被看作屬於相的，質料很明顯地與相是不同

的看所設立的不同的對象；那麼上述相反方向的兩種看，一種是逆向地將萬有自

身之形、質、量等等皆去除掉而只就萬有之維持它自己而去看其「所由的」，另

                                                
141

 參照：Physik A, 191a8-14。 
142

 Simplikios, CAG. Vol. IX, 299,25-26；另外，Simplikios 這部分之文獻的英譯者 Fleet 在其附註

中指出，同樣的談論可以參照柏拉圖 Timaios, 52B 的段落，Fleet 將那裡談的「空間」等同於

《自然學》這裡要談的質料。在此舉出僅供參考。 
143 Metaphysik Z, 1029a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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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則是順向地將那些變動的形、質、量歸屬於萬有自身，而最後去看其「所往

的」，如此一來，如何將兩種對象都看成屬於同一個，亦即「從兩方」的看如何

成立，而不只是以兩種視野分別看兩次？又，如何據此成立同一種科學？前文以

數學中兩組下屬科學由於兩種相反方向的看而彼此區別，那麼這似乎也要求自然

學自己因此要區別自己為彼此。 

（g）為了回答上述的困境，亞理斯多德在隨後提出了這個指引144：如果一

方面回顧早先的自然學家便會持意見說自然對象是質料，而與此相對地，另一方

面由於技術模仿自然，那麼既然從技術那裡可以知道同一個科學看質料與相到某

個程度（mevcri tou），則自然學亦如是。換言之，在上一段談論的困境下要進行

最恰當意義的自然學研究，亞理斯多德認為自然學無法求助於自己，因為回顧早

先的自然學研究，那些前輩僅僅去看質料，在文獻括弧中補充說，僅有Empedokles

和 Demokritos 在很小的程度上涉及了種／相；但儘管如此他們的看仍然無助於

回答這裡的困境，理由分述如下：（I）Empedokles 在四根之外還設立了「愛」與

「恨」作為原理，通過「愛」所有（即四根）結合成為一，通過「恨」每個結合

成一的被彼此分離，是故會毀朽之萬有的生成和消亡是雙重——通過結合而生成

與消亡、以及通過分離的145；而「愛」與「恨」是根據比例來結合與分離四根，

不同比例造就了不同之萬有的相146。據此 Simplikios 解釋說，「愛」和「恨」是

相的產生者，故 Empedokles 並沒有不注意到相147。然而他如此地觀看，並非如

亞理斯多德所要求的對相的看，因為這裡的相不是原理，四根也不是被看做最後

歸屬於相的，而是相反地，相歸屬於「愛」與「恨」在四根上的造作。儘管相在

                                                
144

 我是指 194a18-27，並且在此由於涉及我與 Simplikios、Philoponos、Aquinas 和 Ross 四位註

解家對如此分段的理由、以及對這一部份文獻扮演之角色的理解上之不同的問題，現在要說明

之。除了 194a18-21 談論先前之自然學家外，四位註解家都把 194a21-27 加上隨後的 194a27-b8

以及 194b8-b9 兩個段落視為平行的三個論證，並且，這三個論證是為了證明「自然學家既要

看質料也要看相」這回事；此外，Simplikios 也特別說明了 194a18-21 所扮演的位置是，在通

過對先前自然學家的對照，指出除了看質料之外還要看相，而隨後的三個論證則藉由與技術的

類比，反方向地指出除了看相之外還要看質料。他們的談論分別見於：Simplikios, CAG. Vol. IX, 

301,11-302,26；Philoponos, CAG. Vol. XVI, 229,14-230,6；Aquinas, CP., Lectio 4；以及 Ross, 

Pp.508-510。但是我的見解與這些註解家不同，首先我認為這三個段落並不是意圖為了證明「自

然學家既要看質料也要看相」，而是進一步要證明「同一個科學的看如何既看質料又看相」，把

它理解為前者將無視於亞理斯多德在剛剛上一個部分發問，並且倒退回本文上一節已經證明過

的議題；再者，我也不認為這三個論證是彼此平行的，因為劃分了這三個小段落的在後兩個段

落開頭的兩個副詞「e[ti」，表達的是論述的進展而不只是平行的連接，故而我將這三個小段落

看成是同一個論證：亞理斯多德藉由技術的類比來說明如何「從兩方」去看，第一個小段落是

一個論述開端的導引、第二個小段落是進一步闡述之前的導引並且開始進行論述、第三個則是

如此地「從兩方」去看的結論——把質料看成是屬於關係的、而以對相的看為主。Zekl 似乎也

做這樣的理解，他將兩個「e[ti」先後譯成「weiter」與「schließlich」而表現一種論述之進展

的關係。那麼由於第一個小段落是導引，並且與 194a18-21 談論早先自然學家的工作相對照，

基於這個理由我把它擺在這一節裡，而把第二個與第三個小段落置入隨後的第五節。 
145

 參見：DK., Empedokles, B. Fragmente, 17。 
146

 詳見：DK., Empedokles, B. Fragmente, 98：「hJ de; cqw;n touvtoisin i[sh sunevkurse mavlista, 
 JHfaivstwi t’ o[mbrwi te kai; ai jqe vri pamfanovwnti, Kuvprido" oJrmisqei'sa teleivoi" ejn 
limevnessin, ei[t’ ojlivgon meivzwn ei[te pleovnessin ejlavsswn: ejk tw'n ai|mav te gevnto kai; a[llh" 
ei[dea sarkov".」 

147 Simplikios, CAG. Vol. IX, 30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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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或多或少被當作生長與消亡者在生長與消亡之過程中的區別其所生長成的

或其所消亡後而成者的比例或尺度，但是相仍然不作為原理，而是被看做歸屬於

質料的，因為生長完成者乃被看做愛與恨造作後取得某比例的四根結合者，消亡

後亦是被以某比例分離後的四根，故而皆將那些變動後的結果逆向地往前面看作

四根自身。那麼 Empedokles 如此之看儘管涉及相，但人們可以說他是在某個間

接的意義上涉及了相，這即是指他的看乃是將相與質料的結合成果逆向地看作屬

於質料的，如此之看不但不是對相之看，更遑論建立一種既看質料又看相的視

野。（II）Demokritos 則設定萬有之所是的差異乃出於原子的形、位置與排序的

差異148，例如火是圓形體、而水是四面體，Simplikios 並且設想，原子的形、位

置與排序乃根據比例149，故 Demokritos 亦由此涉及了相，Philoponos 便進而指出

他把形／相也設定為原因150。儘管如此，Demokritos 仍然與 Empedokles 的看相

似，把這些形、位置與排序看作是屬於原子的，而不是相反151。故而人們應該另

求助於技術，而之所以能如此的關鍵乃是「技術模仿自然」，那麼這句話應該稍

微仔細地被思考：對亞理斯多德而言，「技術」首先要透過與「運」對照時的差

異來被界定，因為在有別於出於自然之萬有的出於別的原因的萬有之中，後者對

於出於它而完成的萬有來說乃根據共行的，但「技術」乃在人心智中的相通過人

的造作而在質料上實現的活動，因而技術仍是朝向相的活動，所以在技術中帶有

「為了某某」或「目的」（to; tevlo"），而「運」並沒有。就這個區分的意義上亞

理斯多德說「技術模仿自然」，這是由於技術儘管根據共行地去對質料行造作、

但仍然是讓它朝向了某個特定的相，故技術與自然的活動皆是與其所往之相的共

名者（suno'numo"）152，換言之，對於技術物的理解，人們解釋為技術以其造作

而將質料歸屬於某個相之中來理解，技術之相的實現亦不得分離於質料，是故由

此所發生之運動變化的過程模仿了出於自然的，而所謂「模仿」的意義在於，前

者僅僅是根據共行的，因而它並不自為地發生，後者則是根據自身的，故眼睛看

到的所有萬有之變動莫不如此自為地發生著；同樣地也基於這個「模仿」的意義，

技術乃通過眼睛來學習那些出於自然的，故亞理斯多德說技術是通過「經驗」

（ejmpeiriva）而來的：「經驗造就技術，如 Polos 屬於正確的談論地說，而無經驗

                                                
148 DK., Leukippos, A. Leben und Lehre, 14. 
149

 Simplikios, CAG. Vol. IX, 300, 17-18. 
150

 Philoponos, CAG. Vol. XVI, 229,1-4. 
151

 Alexander、Simplikios 和 Philoponos 都談到同一件事：為什麼亞理斯多德沒有提及

Anaxagoras？Alexander 和 Philoponos 皆根據柏拉圖 Phaidon 97B 以後的談論：因為 Anaxagoras

儘管說「智思」（Nou'"），但並沒有以之來解釋生成的過程，而仍然說太陽是一團燃燒的火球，

見於：Simplikios, CAG. Vol. IX, 300,26-28、Philoponos, CAG. Vol. XVI, 229,8-14。Simplikios 的

解釋則不同，他認為儘管 Alexander 這樣解釋，但是 Anaxagoras 仍然有用「智思」來作為解釋，

由於「智思」是分離的原因（DK., Anaxagoras, B. Fragmente, 13），Simplikios 認為亞理斯多德

不提 Anaxagoras 的理由是，後者所談的心智儘管是一種相的原因，但乃分離的相而非在質料

中的（DK., Anaxagoras, B. Fragmente, 12），見於：Simplikios, CAG. Vol. IX, 300,28-301,10；換

言之，Simplikios 的談論亦意味著 Anaxagoras 的看並不將相和質料看作前者屬於後者、或後者

屬於前者的，如此之看比起 Empedokles 和 Demokritos 則更顯得離自然學家之適當的視野更遠。 
152 當然，技術之活動的命名是很可以與其所完成之相不同名的，如在前文〔45,22-46,1〕那裡談

過的，但是人們也同樣很可以透過「造名」（ojnomatopoiei'n）來使其同名而不會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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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運」153。那麼，技術如上所述地模仿自然，而在技術上可以發現通過「為

了什麼」或「目的」而將質料帶到相上的如此程度之同一個看，如醫生掌握了「健

康」亦掌握「健康」所在那裡而實現的「膽汁」與「體液」，以及如建築師那樣，

被模仿的自然亦要求自然學家如此地去認知質料和相兩者；而在自然學家的視野

裡，不像技術家那樣，自然學家所看的自然體的相和質料是屬於同一個的，但是

技術家所看的卻是可分離的，後者僅僅只是將它們看作彷彿彼此相屬的，所以前

者的看帶有根據自身之「必然」而在一個更精確的意義下知道原因。通過這樣的

指引，亞理斯多德將確定自然學之視野的工作導入了文獻隨後的對技術上的認知

的仔細的分析中，據此論說自然學的「目的的視野」。但人們必須注意到，亞理

斯多德這種求助於技術的談論對自然學中產生了一個特殊的效應：就某意義上，

亞理斯多德或多或少是藉由屬於技術的內容來設定自然學的，那麼由「造作」那

裡來設定的將有一特殊情況，我會下一章的第二節〔98,8ff.〕處仔細討論。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目的之視野目的之視野目的之視野目的之視野：：：：觀看生成的觀看生成的觀看生成的觀看生成的    

 

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 

194a27-b9 

e[ti to; ou | e {neka kai; to; tevlo" th'"e[ti to; ou | e {neka kai; to; tevlo" th'"e[ti to; ou | e {neka kai; to; tevlo" th'"e[ti to; ou | e {neka kai; to; tevlo" th'"    

aujth'", kai; o{sa touvtwn e{neka. hJ de;aujth'", kai; o{sa touvtwn e{neka. hJ de;aujth'", kai; o{sa touvtwn e{neka. hJ de;aujth'", kai; o{sa touvtwn e{neka. hJ de;    

fuvsi" tevlo" kai; ou| e{neka ( w|n ga;rfuvsi" tevlo" kai; ou| e{neka ( w|n ga;rfuvsi" tevlo" kai; ou| e{neka ( w|n ga;rfuvsi" tevlo" kai; ou| e{neka ( w|n ga;r    

sunecou'" th'" kinhvsew" ou[sh" e[stisunecou'" th'" kinhvsew" ou[sh" e[stisunecou'" th'" kinhvsew" ou[sh" e[stisunecou'" th'" kinhvsew" ou[sh" e[sti    

ti tevlo", tou'to ti tevlo", tou'to ti tevlo", tou'to ti tevlo", tou'to [to;to;to;to;] e[scaton kai; to; e[scaton kai; to; e[scaton kai; to; e[scaton kai; to;    

ou| e{neka: dou| e{neka: dou| e{neka: dou| e{neka: dio; kai; oJ poihth;" geloivw"io; kai; oJ poihth;" geloivw"io; kai; oJ poihth;" geloivw"io; kai; oJ poihth;" geloivw"    

proh vcqh ei jpei 'nproh vcqh ei jpei 'nproh vcqh ei jpei 'nproh vcqh ei jpei 'n  “e [cei teleuth vn ,e [cei teleuth vn ,e [cei teleuth vn ,e [cei teleuth vn ,    

h|sper ou{vh|sper ou{vh|sper ou{vh|sper ou{vnnnnekekekek’ ejgevneto ejgevneto ejgevneto ejgevneto”: bouvletai ga;r: bouvletai ga;r: bouvletai ga;r: bouvletai ga;r    

ouj pa'n ei\nai to; e[scaton tevlo", ajlla;ouj pa'n ei\nai to; e[scaton tevlo", ajlla;ouj pa'n ei\nai to; e[scaton tevlo", ajlla;ouj pa'n ei\nai to; e[scaton tevlo", ajlla;    

to; bevltiston ): ejpei; kai; poiou'sin aijto; bevltiston ): ejpei; kai; poiou'sin aijto; bevltiston ): ejpei; kai; poiou'sin aijto; bevltiston ): ejpei; kai; poiou'sin aij    

tevcnai th;n u{lhn aiJ me;n aJplw'" aiJ de;tevcnai th;n u{lhn aiJ me;n aJplw'" aiJ de;tevcnai th;n u{lhn aiJ me;n aJplw'" aiJ de;tevcnai th;n u{lhn aiJ me;n aJplw'" aiJ de;    

eujergovn, kai;eujergovn, kai;eujergovn, kai;eujergovn, kai; crwvmeqa wJ" hJmw'n e{neka crwvmeqa wJ" hJmw'n e{neka crwvmeqa wJ" hJmw'n e{neka crwvmeqa wJ" hJmw'n e{neka    

pavntwn uJparcovntwn ( ejsme;n gavr pw"pavntwn uJparcovntwn ( ejsme;n gavr pw"pavntwn uJparcovntwn ( ejsme;n gavr pw"pavntwn uJparcovntwn ( ejsme;n gavr pw"    

kai; hJmei '" tevlo": dicw'" ga;r to; ou|kai ; hJmei '" tevlo": dicw'" ga;r to; ou|kai ; hJmei '" tevlo": dicw'" ga;r to; ou|kai ; hJmei '" tevlo": dicw'" ga;r to; ou|    

e {neka: ei [ rhtai de {neka: ei [ rhtai de {neka: ei [ rhtai de {neka: ei [ rhtai d ’ e jn  toi '"  peri ; e jn  toi '"  peri ; e jn  toi '"  peri ; e jn  toi '"  peri ;    

filosofiva" ). duvo de; aiJ a[rcousai th'"filosofiva" ). duvo de; aiJ a[rcousai th'"filosofiva" ). duvo de; aiJ a[rcousai th'"filosofiva" ). duvo de; aiJ a[rcousai th'"    

u{lh" kai; gnwrivzousai tevcnai, h{ teu{lh" kai; gnwrivzousai tevcnai, h{ teu{lh" kai; gnwrivzousai tevcnai, h{ teu{lh" kai; gnwrivzousai tevcnai, h{ te    

crwme v nh  ka i ;  th ' "  po iht ikh ' "crwme v nh  ka i ;  th ' "  po iht ikh ' "crwme v nh  ka i ;  th ' "  po iht ikh ' "crwme v nh  ka i ;  th ' "  po iht ikh ' "  h J h J h J h J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並且並且並且並且「「「「為了為了為了為了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以及目的以及目的以及目的以及目的乃屬乃屬乃屬乃屬

於同一個於同一個於同一個於同一個〔〔〔〔知識知識知識知識〕，〕，〕，〕，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如此範圍如此範圍如此範圍如此範圍

地為了該某某地為了該某某地為了該某某地為了該某某」。」。」。」。而自然乃目的以及而自然乃目的以及而自然乃目的以及而自然乃目的以及

為了某某為了某某為了某某為了某某（（（（由於由於由於由於在諸變動之本質的共在諸變動之本質的共在諸變動之本質的共在諸變動之本質的共

同擁有中某個目的是同擁有中某個目的是同擁有中某個目的是同擁有中某個目的是，，，，於此則最後的於此則最後的於此則最後的於此則最後的

亦即為了某某亦即為了某某亦即為了某某亦即為了某某；；；；是故是故是故是故該該該該創作家創作家創作家創作家可笑地可笑地可笑地可笑地

不禁想傾向不禁想傾向不禁想傾向不禁想傾向去說去說去說去說「「「「它它它它擁有終結擁有終結擁有終結擁有終結，，，，正如正如正如正如

它為此而自行生成它為此而自行生成它為此而自行生成它為此而自行生成」」」」；；；；因為人們並非因為人們並非因為人們並非因為人們並非

考量最後的皆是目的考量最後的皆是目的考量最後的皆是目的考量最後的皆是目的，，，，而乃最好而乃最好而乃最好而乃最好

的的的的）；）；）；）；那麼那麼那麼那麼諸技術諸技術諸技術諸技術造作質料造作質料造作質料造作質料且且且且有些單有些單有些單有些單

純地純地純地純地〔〔〔〔造作之造作之造作之造作之〕〕〕〕而而而而另一些則使之另一些則使之另一些則使之另一些則使之合用合用合用合用

地地地地，，，，而我們亦將一切從原理中而來者而我們亦將一切從原理中而來者而我們亦將一切從原理中而來者而我們亦將一切從原理中而來者

作為為了我們而配作為為了我們而配作為為了我們而配作為為了我們而配用之用之用之用之（（（（鑑於確實在鑑於確實在鑑於確實在鑑於確實在

某方式上我們亦為目的某方式上我們亦為目的某方式上我們亦為目的某方式上我們亦為目的；「；「；「；「為了某某為了某某為了某某為了某某」」」」

就的確為二分地就的確為二分地就的確為二分地就的確為二分地；；；；而而而而在在在在《《《《論哲學論哲學論哲學論哲學》》》》中中中中

會被談論會被談論會被談論會被談論）。）。）。）。而有治理而有治理而有治理而有治理質料質料質料質料的和的和的和的和認知認知認知認知

的的的的兩個兩個兩個兩個技術技術技術技術，，，，那麼配用的那麼配用的那麼配用的那麼配用的〔〔〔〔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和和和和

屬於造作的都乃運籌的屬於造作的都乃運籌的屬於造作的都乃運籌的屬於造作的都乃運籌的。。。。是故是故是故是故配用的配用的配用的配用的

                                                
153 Metahpysik A, 981a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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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rcitektonikhv. dio ; kai ; hJ crwmevnhajrcitektonikhv. dio ; kai ; hJ crwmevnhajrcitektonikhv. dio ; kai ; hJ crwmevnhajrcitektonikhv. dio ; kai ; hJ crwmevnh    

ajrcitektonikhv pw", diafevrei de; h|/ hJajrcitektonikhv pw", diafevrei de; h|/ hJajrcitektonikhv pw", diafevrei de; h|/ hJajrcitektonikhv pw", diafevrei de; h|/ hJ    

me ; n  tou '  e i [ dou" gnwr ist ikh v ,  h Jm e ; n  tou '  e i [ dou" gnwr ist ikh v ,  h Jm e ; n  tou '  e i [ dou" gnwr ist ikh v ,  h Jm e ; n  tou '  e i [ dou" gnwr ist ikh v ,  h J    

ajrcitektonikhv, hJ de; wJ" poihtikhv, th'"ajrcitektonikhv, hJ de; wJ" poihtikhv, th'"ajrcitektonikhv, hJ de; wJ" poihtikhv, th'"ajrcitektonikhv, hJ de; wJ" poihtikhv, th'"    

u{lh": oJ me;n ga;r kubernhvth" poi'ovn tiu{lh": oJ me;n ga;r kubernhvth" poi'ovn tiu{lh": oJ me;n ga;r kubernhvth" poi'ovn tiu{lh": oJ me;n ga;r kubernhvth" poi'ovn ti    

to; ei\do" tou' phdaliovu gnwrivzei kai;to; ei\do" tou' phdaliovu gnwrivzei kai;to; ei\do" tou' phdaliovu gnwrivzei kai;to; ei\do" tou' phdaliovu gnwrivzei kai;    

ejpitavttejpitavttejpitavttejpitavttei, oJ dei, oJ dei, oJ dei, oJ d’ ejk poivou xuvlou kai; ejk poivou xuvlou kai; ejk poivou xuvlou kai; ejk poivou xuvlou kai;    

poivwn kinhvsewn e[stai. ejn me;n ou \npoivwn kinhvsewn e[stai. ejn me;n ou \npoivwn kinhvsewn e[stai. ejn me;n ou \npoivwn kinhvsewn e[stai. ejn me;n ou \n    

toi '" kata; te vcnhn hJmei '" poiou 'mentoi '" kata; te vcnhn hJmei '" poiou 'mentoi '" kata; te vcnhn hJmei '" poiou 'mentoi '" kata; te vcnhn hJmei '" poiou 'men    

th;n u{lhn tou' e[rgou e{neka, ejn de; toi'"th;n u{lhn tou' e[rgou e{neka, ejn de; toi'"th;n u{lhn tou' e[rgou e{neka, ejn de; toi'"th;n u{lhn tou' e[rgou e{neka, ejn de; toi'"    

fusikoi'" uJpavrcei ou\sa. e[ti tw'n prov"fusikoi'" uJpavrcei ou\sa. e[ti tw'n prov"fusikoi'" uJpavrcei ou\sa. e[ti tw'n prov"fusikoi'" uJpavrcei ou\sa. e[ti tw'n prov"    

ti hJ u{lh: a[llw/ ga;r ei[dei a[llh u{lh.ti hJ u{lh: a[llw/ ga;r ei[dei a[llh u{lh.ti hJ u{lh: a[llw/ ga;r ei[dei a[llh u{lh.ti hJ u{lh: a[llw/ ga;r ei[dei a[llh u{lh.    

在某方式上為運籌的在某方式上為運籌的在某方式上為運籌的在某方式上為運籌的，，，，差異的是就它差異的是就它差異的是就它差異的是就它

乃對相認知的而言乃對相認知的而言乃對相認知的而言乃對相認知的而言，，，，為運籌的為運籌的為運籌的為運籌的，，，，而作而作而作而作

為造作的為造作的為造作的為造作的，，，，則則則則乃乃乃乃對質料對質料對質料對質料〔〔〔〔認知認知認知認知的的的的〕：〕：〕：〕：

由於由於由於由於一方面一方面一方面一方面舵手認知並且舵手認知並且舵手認知並且舵手認知並且制訂槳之制訂槳之制訂槳之制訂槳之

相為如何相為如何相為如何相為如何的的的的，，，，而另一方面他則而另一方面他則而另一方面他則而另一方面他則〔〔〔〔認知認知認知認知

並制訂槳並制訂槳並制訂槳並制訂槳〕〕〕〕將將將將由如何的木材以及如何由如何的木材以及如何由如何的木材以及如何由如何的木材以及如何

的變動而是的變動而是的變動而是的變動而是。。。。確實在確實在確實在確實在諸諸諸諸根據技術根據技術根據技術根據技術的之的之的之的之

中我們為了工作而造作質料中我們為了工作而造作質料中我們為了工作而造作質料中我們為了工作而造作質料，，，，而在諸而在諸而在諸而在諸

自然的之中它自然的之中它自然的之中它自然的之中它〔〔〔〔即質料即質料即質料即質料〕〕〕〕是從原理中是從原理中是從原理中是從原理中

而來而來而來而來。。。。此外並且質料屬於此外並且質料屬於此外並且質料屬於此外並且質料屬於「「「「對於某對於某對於某對於某

某某某某」；」；」；」；因為對不同的相而言有不同的因為對不同的相而言有不同的因為對不同的相而言有不同的因為對不同的相而言有不同的

質料質料質料質料。。。。    

 

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    

 

亞理斯多德在這個文獻段落進而指出，在技術那裡的視野被帶到這個程

度：「為了某某」與「目的」、以及「如此範圍地為了該某某」，並讓它們都屬於

同一個看，因為這是很明顯的：一旦「為了某某」被設立，必定同時地成立了「如

此範圍地為了某某」，故兩者作為相和質料，可以被納入同一個視野裡。自然學

的看亦如是，故曰「自然」乃被看作「為了某某」及「目的」，而自然之所以如

此，亞理斯多德對技術分解出了兩種下屬，認知質料的與認知相的，並且就完整

意義之技術乃上述兩種的結合來說，技術如是地把對質料和相的認知在「目的」

上結合為一，通過這樣來類比地指明自然學之視野的結構。隨後再結論說，在如

此兩者結合為一的視野下，以相為主地將它看成「目的」，那麼對質料的看獲得

了一個特殊的限定，不是無限制地對質料自身的看，如此所設定之「質料」乃被

當作屬於「對於某某」而非根據自身而是的。最後可以進一步說：從目的的視野

以及對質料之視野的特殊限定，確立了自然學對象乃以相為主地觀看「質料與相

之結合者」的結果而不是其他的。那麼，此段落的內容可以被分解成三個環節來

談論：（a）以「為了某某」與「目的」來限定對相與質料的看的理由是什麼？（b）

通過技術之分解的談論所揭露的目的之視野的結構為何？（g）質料對於「以相

為主地觀看質料與相之結合者的結果」所成立的意義為何？ 

首先談論（a），在此要談論的是對質料與對相的看在取得限度後所形成的

一種新的看，但是必須先理解這樣做的前提是：在自然學研究中對質料與對相的

看內在地有一種必須受到限定的要求。由於作為自然的質料和相之設立是運動變

化者的運動變化的過程的看而設定的，文獻繼而補充說明：連續之運動變化的過

程以其終點為「為了某某」，換言之，運動變化表現為諸多差異，而這些差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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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154都以最終的那一個而被連結在一起，並且它們整個都以最終的那一個而命

名，亦即，它們整個都受到該目的的限定155。以上的談論人們可以從中發現一個

很強的內在的論理要求——運動變化必須被設定為連續的，若不是連續的，則人

們可以從中不斷地製造出如 Zenon 般的詭論，然而運動變化卻只能通過同一個目

的被連結成連續的，因為每一對先後的差異並不能根據彼此來連結，Zenon 的詭

論正是表達了這一點156，這些變動過程中不同的只能以終點的完成而被掌握為同

一個萬有的如此一個的變動，並且該萬有亦以這個作為目的之相而繼續維持自

己。與此相對照地，如果缺乏了目的，運動變化將是未完成的、不連續的、也不

能在對它們的觀看上關連到同一個萬有157。進一步，文獻隨後指出，並非如某創

作家158所說的那樣以每一個終點為目的，而是萬有想以最好的為目的，換言之，

並非所有的界限或終點都作為目的，而只有以最好的終點為界限和目的，才能將

運動變化限定為完整地屬於的同一個變動者的同一段運動變化；否則，如

Simplikios 所指出的，例如生物將在成熟後立刻消亡（因為死亡如果作為目的，

則與作為朝向成熟的生長活動結合為一），但事實上生物卻由於成熟而繼續維持

自己，消亡乃相反地出於質料之缺陷而不是目的159。至於其它的不是最好的終點

亦如此應被解釋。Simplikios 的解釋乃是引入出於自然之萬有發生的實況為證，

為此我要補充說明其論理：先從反面地說，儘管一個連續的生命過程以消亡告

終，但人們並不以消亡來理解生命過程，而以其最好的實現來理解，否則出於自

然的萬有將無區別，因為它們無一不以消亡告終（除了天體之外），那麼一切變

動只是同一個消亡，這是由於消亡都是一般地相的缺乏而不能彼此區別，乃至於

不同的萬有都是同一個；再從正面地說，人們必須以最好的實現來作為運動變化

之連續為一的觀照，因為這是所有前面運動變化的那些根據自身內容的保留與維

持，但是消亡則是失去，人們只能以內容包含更多的來理解更少的，不能以更少

來理解更多的160，是故只有最好的能作為「為了某某」與「目的」來限定運動變

化成為連續的同一個，從那裡能轉而以「有」進入人們的認知。所以，以最好的

                                                
154

 我用「每一個」僅僅只是為了表達方便，用來指稱人們無論何時去觀看這個變動的過程，皆

能將所看到的與終點連結；因為連續的並不能如 Zenon 所做的那樣被分解成「每一個」。 
155

 所以限定運動變化的不是時間，這和 Zenon 的談論有基本的區別；時間在亞理斯多德自然學

的位置乃是，運動變化受到作為目的之相的限定的情況下，由於運動變化之過程的諸內容不能

逕以相來區別彼此，正如人們很難以與質料相似、以及與相相似之比例的逐步的不同來標定它

們的差異，況且，「它們」皆是同一個，故時間作為區別變動者自己變動的尺度。 
156

 諸如以下斷簡：DK., Zenon, B. Fragmente, 25-28。 
157 這樣的運動變化處於自然學所設定的言說之外，然而依照亞理斯多德，他仍然不讓它們屈服

於 Zenon 的問難，而設定了其他方式的言說，例如通過「運」或「自動」，儘管如此，這些就

自然學的意義上仍然可以恰當地被稱作不連續的。 
158

 我沒有辦法確定這裡指的創作家是誰，如果依據 Philoponos 的指證則為 Euripides，見於

Philoponos, CAG. Vol. XVI, 236,7，僅供參考。 
159

 Simplikios, CAG. Vol. IX, 302,12-16；Philoponos 的說明亦如是，見於 Philoponos, CAG. Vol. XVI, 

236,15-26。 
160

 同樣地也在這個意義下，Philoponos 說消亡不是最好的理由是——有比非有更好，見於：

Philoponos, CAG. Vol. XVI, 236,17；並且隨後他指出也只有以這包含內容最多的為生物生長之

目的，才能理解相似的誕生相似的，見於：ibid., 236,29-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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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點作為「為了某某」與「目的」，回頭去把前面的那些內容限定為「如此範圍

地為了該某某」，自然學家即出於一個內在的論理要求，帶有如此之界限地在該

界限之內順向地看出相、逆向地看出質料：逆向地不能無限定地一直回溯，否則

所有差異不會連續成一段一段不同的運動變化、而會造成一切只是一個運動變

化、乃至於造成運動變化者整個是一個的論理後果，順向地則亦不能一直往前

推，其所造成的論理後果同上；反之，自然學家要做的工作是就那些根據自身歸

屬在一起的，找到它們之所以能歸屬的尺度，然後以之為界限來限定某個運動變

化最先要回溯到哪裡、最後要通往哪裡，這個尺度即是質料與相之結合者的「定

義／界限」，被如此地看待為尺度，質料與相之結合者方能通過該尺度取得活動

之意義而被看作自然。據此，自然學家必定不得不以自然為「為了某某」與「目

的」，而這樣的自然主要地是在質料中實現自己的質料與相之結合者，所謂連續

的即是質料規律地逐步朝向與相之結合的表現，自然學家以相為主去以「為了某

某」與「目的」去觀看這些運動變化，從它們那裡進而將質料看成歸屬於相的。 

再談論（b），亞理斯多德隨即以對技術的分解根據類比地分解「目的的視

野」，藉以從技術那裡證明自然學家帶有目的的看，並且人們也得以據此知道其

進行的結構。由於技術是人的造作活動，技術之目的乃人所設定的，先談論人作

為目的而再回頭去談將技術分解成兩種的意義會是較恰當的，是故我先看文獻括

弧中補充說明的部分。嚴格來說，技術活動中的運動變化者是那些受造物而不是

人，所以儘管人也參與了技術活動而也並非不在其中運動變化的，並且儘管技術

物之完成並非只是單純地為了它的完成而已、技術物之相是針對的活動而被設定

的且人在它被實現後還將進一步把它帶入人的活動中藉以去完成別的，例如床完

成後被帶入睡覺的活動中而被使用；但對於那些受造物來說，人作為外部的原因

僅僅只是根據共行在技術活動中運動變化，且人的活動與技術物的生產是可以彼

此區別的，例如床造完了之後不必然被人拿來睡覺，故而技術活動中被設定為目

的的是技術物之相，而不是人。但是技術物之生產的活動確與隨後人使用技術物

來完成別的的活動不能完全分開，據此文獻中指出了「目的」的雙重意義，亦即

「tov ou| eJneka」與「tov w|/ eJneka」都被當作是目的161，所以如果根據前一個意思，

技術物之相是目的，但若根據後一個，則人也可以被看作目的，例如一方面「造

床」這個技術之活動乃將木材歸屬到床之相的活動，所以後者是「tov ou| eJneka」，

但另一方面「造床」是對於人（的睡覺活動）而引發的，所以人是「tov w|/ eJneka」；

                                                
161 文獻中說的《論哲學》應該指的是亞理斯多德的對話錄中的一篇，但 Simplikios 和 Philoponos

都說是出於《尼可馬倫理學》（1249b15），這個問題我要擱置不處理；另外人們在《自然學後

諸篇》（1072b2）及《論靈魂》（415b2）兩處也可以看到這個區分，並且以《論靈魂》那裡的

表達是比較完整的：「to; d’ ou| e{neka dittovn, to; me;n ou| to; de; w|/」，故而「tov ou| eJneka」與

「tov w|/ eJneka」的說法由此而來。「e{neka」這個後置介系詞所支配的是 Genitiv，所以轉而用它

來支配 Dativ 所形成的「tov w|/ eJneka」是個被刻意造出來的詞語，因此我暫時沒有辦法兼顧地

處理「tov ou| eJneka」和「tov w|/ eJneka」這兩個詞語的中文翻譯，因為中文沒有格的字型的區別，

僅能另尋詞語來做意譯，我依照「e{neka」支配 Genitiv 的意思而翻譯成「為了某某」，但如果

要跟支配 Dativ 的用法對照，則「為了某某」不能使前者區別後者而必須另尋譯詞，由於我不

想變更原先的譯詞，也不願意把焦點放在純屬文字斟酌的思慮上，茲不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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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kios 則另引醫療的例子來解釋「健康」和「人」皆為目的162。技術之活動

中有這兩種「目的」，因而技術可以相應地被區分成兩個部分：造作的技術與運

用的技術；而造作的技術這個部分又可以細分成兩個不同的：一個是的強意義下

的造作，例如造磚，另一個則是僅僅將質料造成可供技術來用的，例如把蠟軟化

或砍柴。亞理斯多德指出配用的技術是「運籌的」，而造作的技術在某個意義下

亦如是，換言之，兩種技術都通過思的運作而認知被造物的原因並藉此去安排每

個個別的對象，依據這樣技術能與僅認知個別的「經驗」區別163：對於屬於同一

個的技術之活動，例如對於槳的技術，造作之技術的部分所認知的原因為質料，

如什麼質地的木材適合做成槳、乃至於要如何地修整木材（例如對某種材質的木

頭用某種刨刀），然而需要說明的是，所謂對質料之認知毋寧在別的意義下也是

對相的認知，因為對某某質地的木材的認知即是掌握就木材自身而言的相，儘管

如此人們仍然更恰當地要說這種技術是對質料的認知，因為此技術乃就槳而言

的、並非就木材而言的，故就槳而言去看其所適合的「所由的」，很恰當地被稱

呼為對質料的認知；至於配用之技術的部分所認知的原因為相，亦即這種技術是

在心智中考量對於技術物之相的恰當之設定，例如舵手所擁有的對於槳的知識，

他知道如何地設定槳的相、亦即什麼形、什麼結構才能適當地作為槳而被配用於

航行上。進一步人們必須知道，在實際的技術活動中，上述分解的兩種技術是結

合為一的，因為人們造槳必定要造出一個恰當的、堪使用的，而不僅僅是單方面

滿足了適合的木材的挑選與修整的要求、或是只符合能良好運用的精巧的設計構

想；故而在技術活動中，人們將適合的質料帶到適合的相上，是透過結合

「tov ou| eJneka」與「tov w|/ eJneka」兩個意義的目的的完整之實現：為了人能恰當

地划槳，槳之相在能歸屬於它的質料上被實現了，並且在這個意義下，對槳之相

的設定更是「運籌的／主導的」，因而技術家將這樣去定義槳之相——在如此如

此質地的木材上的如此如此的形和結構。那麼，如若技術模仿自然，則自然之活

動當同樣地也透過結合「tov ou| eJneka」與「tov w|/ eJneka」兩個意義的目的的完整

之實現，而把質料與相結合在一起來看，自然學家據此認知了同一個自然，如技

術家掌握同一個技術一樣。儘管能如此地類比，自然仍在一個重要的意義上區別

於技術——在諸自然之活動中的「tov ou| eJneka」與「tov w|/ eJneka」是同一個，出

於自然之萬有如此地運動變化成這樣的相，不但是為了成就如此之相，更也是為

了同一個相之自身的運作和其所能的活動，正如人生長成熟不是為了運行別的活

動，而正是為了能夠運行完整的人的活動，亦即全部三種靈魂的活動。是故，雖

然技術對於質料與相的認知能被區分成兩個下屬，並且又透過目的將兩個認知結

合於同一個技術，自然則完全不經過這個迂迴的分解又結合，因為人們在一開始

                                                
162 Simplikios, CAG. Vol. IX, 303,33-304,2. 
163 參見：Metaphysik A, 981a1-b4，特別是 981a28-981b2 這兩句話：「oiJ me;n ga;r e[mpeiroi to; o{ti 

me;n i[sasi, diovti d’ oujk i[sasin: oiJ de; to; diovti kai; th;n aijtivan gnwrivzousin. dio; kai; tou;" 
arjcitevktona" peri; e{kaston timiwtevrou" kai; ma'llon eijdevnai nomivzomen tw'n ceirotecnw'n kai; 
sofwtevrou", o{ti ta;" aijtiva" tw'n poioumevnwn i[sasin.」出於同樣的理由，Philoponos 又一次地

將二分引入技術，而將對於同一個的技術細分成四種下屬的：造作的與運用的，以及分別是去

做的或認知的，見於 Philoponos, CAG. Vol. XVI, 238,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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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可能將自然學區分成如上述的兩種下屬164，亦即自然學對質料的看與對相的

看在這種情況下絕不會被區分成兩種不同的看，故而得出這個結論：自然學家之

「目的的視野」必須把兩個意義的目的看成同一個。隨後亞理斯多德說，在自然

之領域中質料皆是已出現的，換言之，自然不必額外為相造作適合的質料；這個

談論要說的就是上述取得的結論，也就是說，所有自然之相都根據自身與它的質

料結合，所有自然活動中作為質料的皆自己成為相，人們同樣地由此知道，自然

之活動不區分成如技術的兩種，因為兩種不同意義的目的是同一個。透過這個重

要的根據類比的論證，亞理斯多德確立了對自然學之「目的的視野」的結構分解，

也回答了我在上一節談論的那個亞理斯多德自己提出的困境165。 

最後談論（g），這個部分的談論明顯地是承接著上一個部分的談論而來的

進一步的結論，論理上直接的關連是上一部份的最後一句：由於在自然的界域中

質料都是已出現的，那麼進一步，質料屬於「對於某某」之「範疇」（kathgoriva）。

從之前的談論，應該已經很清楚地知道這是以質料與相之結合者中的相為主的

「目的的視野」的當然結果，在其中變動者之質料被歸屬於自然物之種相來看；

其論理依據、以及如何去看，前文都已經談論過了，於此我並不再贅述。以下將

側重於質料作為「對於某某」之特點及其問題，由這個討論人們可以進一步理解

這個在自然學研究中的不被看作主導的部分的意義，有了如此較完整的理解，方

可較順利地進入下一章確立四個原因的討論。由於自然之相根據自身包含其質

料，質料方屬於關係範疇而對不同的相有不同的質料，對一者的認知必定設定對

另一者的認知，這是只有在出於自然之萬有才有的特別情況，那些出於別的原因

的則不如此，正如石頭和木材都能恰當地造出相同結構的床；反方向來說，質料

被看作關係僅僅是出於自然學的視野，因為很明顯地如 Aquinas 所指出的，質料

根據自身並不在關係之種裡166，那麼人們首先可以問：質料作為關係的有什麼特

別的論理結果？我要依照《範疇篇》中提及的兩個談論來瞭解質料作為關係這回

事 ：（ I ） 那 些 屬 於 「 對 於 某 某 的 」 彼 此 要 能 「 被 人 們 反 轉 地 說 」

（ajtistrevfonta levgetai），並且據此有些同時地是，例如「倍」和「半」，有些

並不是，例如「知識」與「可被知的」167；質料作為「對於相的」與相能一起滿

足「被反轉地說」的條件是無疑的，因為自然之相在其界定中包含了其質料，那

麼，兩者是否為同時是的？答曰：確實如此，因為自然之質料是就運動變化已實

                                                
164

 Ross 的說明也與此相近，但他並沒有指出為何如此，見於：Ross, P.510。 
165

 儘管在註 144 那裡我說 Philoponos 在段落上的理解與我不同，但是對這個段落他終於指出，

由於亞理斯多德插入了許多不同的內容以致於整段文獻看起來很模糊，他重新安排了文獻章句

的主軸，見於：Philoponos, CAG. Vol. XVI, 237,11-19，乃至於有別於在前面的註解，達成了與

我相近的看法，見於：ibid., 238,25-29 以及 239,15-21。茲再以此作為證據來支持我的解釋相較

於 Philoponos 之前的談論、以及 Simplikios 和 Aquinas 和 Ross 等註解家的整個理解而言，可以

被看作比較完整的。對照於 Philoponos，Simplikios 對這整個段落的解釋則很可惜地明顯失去

了重心，而不甚恰當地單方面以對造作之技術的談論為重點，把整段文獻的意圖理解為亞理斯

多德以一個有別於先前自然學家的對他而言恰當的方式，重新回頭去說自然學也要看質料，見

於：Simplikios, CAG. Vol. IX, 304,22-305,23。 
166

 Aquinas, CP., Lectio 4, 10. 
167

 詳見：Kategorien, 6b27-8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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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之相置入目的的視野下類比地回去設定的——將質料作為「如此範圍地為了某

某」而相作為「為了它」，而不是根據質料自己而設定成立的，故而作為「對於

某某的」之自然之質料並不是指運動變化之前那個尚未行運動變化者，如說「某

木材」是某張床的質料般所可能誤導的，而就這個誤導的意義人們會說質料與相

並不同時是。通過這個談論可以再次強調自然學家在目的的視野下以作為目的之

相為主才能從中看出質料。（II）進一步，那些「對於某某的」並不言說第一本

質、且不言說多數的第二本質168；那麼人們設定自然既一方面作為質料、另一方

面作為相，由於後者是「對於某某的」因而前者也同樣是，所以如此地看出來的

自然所言說的不是第一本質，而只可能在一個特定的條件下是第二本質，亦即質

料與相的結合並不是成為個別的結合、而是成為普遍的結合。然而這普遍的結合

的意義是什麼，則是在本章第八節所要談論的。 

最後還必須說，儘管自然要如此地被掌握為質料與相之結合者，但是這樣

的掌握還不是原因的掌握，而僅僅為對運動變化者之本質的掌握；「目的的視野」

所取得的結果是從對運動變化的觀照中轉向進入對本質的掌握，至於如此之本質

如何成為自然而活動、其結構為何，才是屬於對原因的談論。因為自然學家看自

然學對象，並且要去研究其原因，兩者是不等同的，正如數學家去看在思上確立

的「三角形」（作為被定義完成的而不是可見的）、以及三角形的原理或原因，兩

者不等同。換言之，在這一章的談論確定的是通過目的的視野，在觀看生成的意

義下於運動變化中從兩方地將變動者的質料和相共同地結合成同一個自然學對

象，亦即「質料與相的結合者」，儘管它也將被談作自然、亦即是原因，但是至

此都還沒有涉及它如何被言說分解為原因的談論，故而人們知道，要把「質料與

相的結合者」帶入「自然」或「原因」的言說上還需要另一個步驟，這個對該結

合本質進行原因之分解的步驟屬於第四章所要處理的課題。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以每一個的以每一個的以每一個的以每一個的「「「「善善善善」」」」作為界限作為界限作為界限作為界限    

 

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文獻及翻譯 

194b9-15 

me vcri dh ; po vsou to ;n fusiko ;n dei 'me vcri dh ; po vsou to ;n fusiko ;n dei 'me vcri dh ; po vsou to ;n fusiko ;n dei 'me vcri dh ; po vsou to ;n fusiko ;n dei '    

eijdevnai to; ei\do" kai; to; tiv ejstin_ h]eijdevnai to; ei\do" kai; to; tiv ejstin_ h]eijdevnai to; ei\do" kai; to; tiv ejstin_ h]eijdevnai to; ei\do" kai; to; tiv ejstin_ h]    

w {sper i jatro ;n neu 'ron h ] calke vaw {sper i jatro ;n neu 'ron h ] calke vaw {sper i jatro ;n neu 'ron h ] calke vaw {sper i jatro ;n neu 'ron h ] calke va    

calkovn, mevcri tou' tivno" calkovn, mevcri tou' tivno" calkovn, mevcri tou' tivno" calkovn, mevcri tou' tivno" [ga;rga;rga;rga;r] e{neka e{neka e{neka e{neka    

e {kaston, kai ; peri ; tau 'ta ae {kaston, kai ; peri ; tau 'ta ae {kaston, kai ; peri ; tau 'ta ae {kaston, kai ; peri ; tau 'ta a { e jsti{ e jsti{ e jsti{ e jsti    

cwrista ;  me ;n  ei [dei ' ,  e j n u {lh /  de v _cwrista ;  me ;n  ei [dei ' ,  e j n u {lh /  de v _cwrista ;  me ;n  ei [dei ' ,  e j n u {lh /  de v _cwrista ;  me ;n  ei [dei ' ,  e j n u {lh /  de v _    

a[nqrwpo" ga;r a[nqrwpon genna' / kai'a [nqrwpo" ga;r a[nqrwpon genna' / kai'a [nqrwpo" ga;r a[nqrwpon genna' / kai'a [nqrwpo" ga;r a[nqrwpon genna' / kai'    

 作為自然學家而言必須去察看相和作為自然學家而言必須去察看相和作為自然學家而言必須去察看相和作為自然學家而言必須去察看相和

「「「「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到什麼程度到什麼程度到什麼程度到什麼程度？？？？正如或者醫正如或者醫正如或者醫正如或者醫

生生生生〔〔〔〔察看察看察看察看〕〕〕〕肌腱或者鐵匠肌腱或者鐵匠肌腱或者鐵匠肌腱或者鐵匠〔〔〔〔察看察看察看察看〕〕〕〕礦礦礦礦

石石石石，，，，〔〔〔〔由於由於由於由於〕〕〕〕將每一個到為了某個將每一個到為了某個將每一個到為了某個將每一個到為了某個〔〔〔〔去去去去

察看察看察看察看〕，〕，〕，〕，而關於這些它是作而關於這些它是作而關於這些它是作而關於這些它是作為相為相為相為相1111分離分離分離分離

的的的的，，，，但在質料中但在質料中但在質料中但在質料中？？？？2222因為因為因為因為人誕生人以人誕生人以人誕生人以人誕生人以

及日及日及日及日〔〔〔〔也誕生人也誕生人也誕生人也誕生人〕。〕。〕。〕。分離者如何地保分離者如何地保分離者如何地保分離者如何地保

                                                
168 Kategorien, 8a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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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io". pw'" dh{lio". pw'" dh{lio". pw'" dh{lio". pw'" d’ e[cei to; cwristo;n kai; e[cei to; cwristo;n kai; e[cei to; cwristo;n kai; e[cei to; cwristo;n kai;    

tiv ejsti, filosofiva" e[rgon diorivsaitiv ejsti, filosofiva" e[rgon diorivsaitiv ejsti, filosofiva" e[rgon diorivsaitiv ejsti, filosofiva" e[rgon diorivsai    

th'" prwvth".th'" prwvth".th'" prwvth".th'" prwvth".    

持自己以及它是什麼持自己以及它是什麼持自己以及它是什麼持自己以及它是什麼，，，，要去要去要去要去界界界界定之乃定之乃定之乃定之乃

第一哲學的工作第一哲學的工作第一哲學的工作第一哲學的工作。。。。    

 

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分解及闡釋    

 

事實上，本章所要達到的論述目標已經在上一個段落完成了，因而最後這

個段落所做的是收尾以及設限的工作。在前文已確定了自然學對象乃通過「目的

的視野」所看出來的質料與相的結合，亦即在這裡說的「根據相分離的，但在質

料上」，因而在這裡亞理斯多德又一次地結論說，自然學家觀看相和「是什麼」，

把它們每一個都帶到「為了某某」而以此為尺度（posov"），正如醫生觀看肌腱、

鐵匠觀看礦石，自然學家也類似地將相和「是什麼」帶到了「為了什麼」，並且

就這個尺度劃定了自然學家的工作範圍，亞理斯多德用一個極簡短的句子來說：

「因為人誕生人，以及日」；最後他據此指出，那些分離的相與其「是什麼」要

由第一哲學來處理。這個段落的字句涉及到一個文獻解釋上的問題，也就是自然

學家看相之尺度的如何根據技術之類比的困境，在這一節裡以此為主要的談論議

題。 

首先人們看到，亞理斯多德的提問是自然學家針對相要看到什麼程度，但

是隨後的以技術家來類比的回答的內容卻是針對質料的，那麼人們究竟要如何理

解「自然學家看相的程度就如技術家把質料帶到目的上看」？相正是質料的目

的，那麼要如何把相又帶到目的上去看？這是需要解釋的。對此，不同註解家的

意見彼 此不 同：（ I ） Alexander 對這個 困境的解釋或多或 少地是把

「 mevcri povsou eijdevnai to; ei\do" kai; to; tiv ejstin 」這個文獻的表達轉換成

「mevcri povsou eijdevnai th;n u{lhn」，說自然學家與在這裡所舉的技術家的例子是

對質料之看的類比，並且在一個順勢提到的意義下，隨後解釋說亞理斯多德意指

技術家既然如此把質料帶入相去看，自然學家於是把相看作「為了它」。顯然地，

Alexander 在一個為了調解讀者之理解順暢的意圖下，刻意繞過了如實地從文獻

字句上讀出來的問題，是故 Simplikios 批評他並沒有觸碰到「觀看相到如何程度」

的回答，並且明擺著的事實是在文獻上不是說「mevcri povsou eijdevnai th;n u{lhn」
169，我也贊同 Simplikios 的評論。（II）Themistios 的立場則與 Alexander 類似，

他以「不能分離於其質料」來作為「觀看相到如何程度」的回答，自然學家對相

的看的程度即是像醫生和鐵匠要看肌腱和礦石，所以自然學家要看「人」170，同

樣地 Simplikios 指出，這樣的談論或許與文獻的下一句「將每一個都到『為了某

個』」不合171，故 Themistios 亦不甚貼切於文獻的議題。（III）Simplikios 清楚地

                                                
169

 Alexander 的說明是由 Simplikios 所引述的，併同後者對前者的評論，見於：Simplikios, CAG. 

Vol. IX, 307,20-308,10。 
170

 Themistios, CAG. Vol. V, Pars II, 43,28-44,3. 
171 Simplikios, CAG. Vol. IX, 308,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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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上述的問題，他對此的解決則是指出，人們要把技術之例中的肌腱和礦石

理解為技術對象之相而不是其質料，如此一來類比就可以完成：如技術家之看技

術物之相到其運用之活動／實現至某個程度，自然學家亦如是地看自然物之相到

其生成與其是之活動／實現至某個程度，亦即「為了某某」，由此方看出最重要

的原因172；換言之，應該將文獻的這裡瞭解為自然學家要把相看成朝自己的實

現，如此方能看出與質料結合之相而不是單單一般地相，並且據此才能在與變動

之關連上看出相不與質料分離。Simplikios 這個談論亦意味著另一個要點：如此

地看出變動者的相、亦能進一步由其自身分解出原因，這符合下一章繼續的談

論。據此，我認為 Simplikios 的解釋是貼近文獻的談論。（IV）Philoponos 的談

論則亦是確當的：由於同一個東西可以有多個相（亦即這同一個自然物的相作為

複合的相），例如屬於蘇格拉底的有「會毀朽的會言說的生物」及「可感的具靈

魂的本質」，甚至有「數」（根據 Pythagoreer）或「人自身」（根據柏拉圖）等等；

自然學家當確定其看相到什麼程度，正如鐵匠對礦石（的相）並不去知道其一切

活動／實現，例如不去看礦石是否有效於醫療上，而是將去看例如「可熔的」及

「可延展的」，醫生亦如是173，換言之，應當把相帶到一個特定之限度的活動／

實現來看，在技術那裡是人的運用之活動，而在自然那裡則是自然物之種相自己

的作為自然的活動。經過上述的討論與評價，我贊成後兩位註解家的解釋，並且

據此談論我的進一步解釋：自然學家為了能夠設立自然物的根據言說之相（其作

為與質料結合的），應該採取以下的看來界定：正如醫生將肌腱帶往良好的運動

能力的實現上（並說這是肌腱的健康），鐵匠將礦石帶往堪用於某種活動的技術

品的完成與運用上（並說這是礦石的適當或好），如同這些技術家將相帶到朝向

其實現的活動上來看，自然學家也類似地將相和「是什麼」帶到了「為了什麼」

（故而不只是單純地定義某某是什麼）；並且如此的觀看都把那些根據自己來觀

看並無所謂「善」（ajgaqov"）或「美」（kalov"）174的（例如某自然物的定義）帶

到了「善」或「美」上並以之作為其尺度來觀看，在技術之情況中質料和相可以

分離，所以乃別處獲得「善」或「美」，但在自然之情況中自然物之種相從自己

獲得「善」或「美」。故而自然學家將相帶到目的上去看，是帶到自己的活動／

實現而不是別的，由此成立自然物之種相，以其自身作為自然而活動為尺度劃定

了自然學家的工作範圍——他將不去看從那些自然對象自身以外的來源而賦予

它的「善」或「美」。所以，在文獻上亞理斯多德接著說明：「因為人誕生人，以

及日」175，那麼自然學家對於被誕生之人的看，要看誕生它的相，亦即人，而不

                                                
172

 Simplikios, CAG. Vol. IX, 308,16-36. 
173

 Philoponos, CAG. Vol. XVI, 240,25-241,16. 
174

 由於「kalov"」包含「schön」和「gut」兩個意涵，在這裡與「ajgaqov"」並舉則強調後一個意

涵，正如「美」這個中文詞語也能在以下意義被使用：「紛吾既有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離

騷》），而不是如「善言不美，美言不善」（《老子》）。 
175 Zekl 在其註解中指出，最後這句補充稍微令人感到意外，因為這個標語式的表述的意義在此

與在一些研究者的談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同，亦即不同於在 193b8 和 193b12 那裡也曾說

的「人誕生人」，在這裡的意義則被 Zekl 指向與 Metaphysik L, 1071a11-17 及 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B, 10 所談的意義。見於：Zekl, Anmerkung 25, S.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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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日普照大地，故而一般地說日誕生萬物、為它們帶來「善」或「美」）；這

是由於去看「人誕生人」是把「人」這個相帶到它自己的活動／實現上看，而不

看「日誕生人」，則是由於「日」不是「人」，對「人」之誕生活動的看應以「人」

自己作為目的為尺度176。換言之，在自然學家的視野裡，他看的是一切事物出於

自己之「有」的活動，所有的原因都要在這個限定裡被設立；新時代以來的「自

然科學」去看變動流程上作用的前項與被作用的後項、並且設定前者為原因，就

這個意義下「日」可以在這個科學內被設定成人之誕生活動的原因，但是對亞理

斯多德談的自然學而言並非如此。 

至於本段落的最後一句話，將對於那些分離的及其是什麼的研究工作交付

給第一哲學，關於第二哲學如何與第一哲學關連而成立的論題，我在此暫不討

論，我將留待本論文第五章第二節和第三節，在較完整地談論自然學的研究後，

再來談論這個論題。 

 

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論論論論普遍的普遍的普遍的普遍的結合結合結合結合者者者者    

 

在這一章裡，亞理斯多德在與數學的區別下藉由從技術那裡來的根據類比

的談論，為自然學家設立了「目的的視野」；這樣做乃是為了將「自然」作為變

動者之原因的所有不同側面帶到以作為「為了某某」的「相」為主的觀看。那麼，

通過以「扁鼻」為範型的說明，自然學對象被確立為自然物的根據言說之相，亦

即「根據言說分離的，但在質料中的相」。如此之相，鑑於它在「目的的視野」

中被看成通過生成的意義與其質料結合並作為質料之「為了某某」，它便作為對

那些能自行引發變動之自然物進行如此觀照時所獲得的界定，然而它在自然學研

究中的特殊意義是什麼，則是在作為本章之結論的這個段落所要談論的主題。 

首先回顧自然學研究的起點，藉由文獻第一章的談論人們可以知道自然學

以那些個別的結合本質作為首先要觀看的對象，正如在《自然學後諸篇》E卷所

言的，自然學談論的是分離的且變動的
177
。這些個別的結合本質是其「種／相」

與「個別質料」的結合，若以文獻第一章之意見學報導的談論，「個別質料」將

是指例如某個人之體所分解的這個火、這個水、這個氣或這個土等等；但是從同

樣段落裡的討論，這些「個別質料」毋寧是火、水、氣、土等等之相與更基礎之

                                                
176

 需要補充說明一點：就「人誕生人」的情況，人們也可以引入實例而說「Sophroniskos 誕生

Sokrates」，那麼自然學家就 Sokrates 之誕生活動中去看 Sophroniskos，是否也如去看「日」一

樣，因為那是兩個不同的個人？如果是，自然學家則不應這樣看，那這樣豈不是自然學家也不

能看「人誕生人」，因為 Sophroniskos 和 Sokrates 都是「人」？答曰：儘管 Sophroniskos 和 Sokrates

是不同個體，但是去看「Sophroniskos 誕生 Sokrates」不等於去看「日誕生人」，因為儘管人們

去說「Sokrates 是 Sophroniskos 的目的」是很荒謬的，但是自然學家對作為出於自然之萬有的

Sophroniskos 和 Sokrates 所設立的都是同一個自然學對象，亦即「人」，故應該就他們的相去

看，自然學家據此更精確地說「人誕生人」，將此活動視為同一個「人」之相的活動，而不是

兩個「人」之相，亦即不是說「Sophroniskos 誕生 Sokrates」。與此相關的問題可以在第四章第

四節那裡獲得進一步的釐清。 
177 Metaphysik E, 1026a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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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基體的質料的結合，那麼人們就應該把「個別質料」說成「首先質料」，唯

有它被與相結合後人們才能以相來根據類比地確定它為「個別質料」178，而它根

據自身則並無規定。因而在《自然學後諸篇》Z卷那裡，亞理斯多德指出個別的

結合本質：「這些不是界定的，然而在運思和感覺中被認知；是否它出於活動而

是或不是乃不清楚的，但總是以共同的言說而被談論及被認知。」179故而在《自

然學》B卷這裡，人們可以看到以「相」為主的「目的的看」將質料視為在活動

中作為「能」的相，而被結合入作為實現之相中；早先自然學家所意圖談論的「首

先質料」，在亞理斯多德這裡被設定為「相」來認知，「首先質料」則僅僅作為「相」

在「有」方面的維持者，亦即基體（根據自身地說的）。是故，要談論運動變化

之萬有，人們必須以不同之相的結合來掌握那些運動變化的內容，亦即以自然物

之種相作為自然學的對象；從另一側面說，自然物之種相作為質料與相的結合便

不是個別的結合本質，若兩者等同的話，那麼自然學家不必行自然學的看，只要

行肉眼的看即可，亞理斯多德便無須在這裡談自然學家的看。 

自然物之種相有別於個別的結合本質，且作為「根據言說分離的，但在質

料中的相」，其論理上的地位或許可以被質疑，因為它作為相乃是普遍的，但是

「在質料中」是什麼意思？這裡的「質料」不能指的是個別質料，否則將無異於

個別的結合本質；而該「質料」一詞又不能被理解為「可思的質料」（u{lh nohth;），

儘管自然物之種相似乎和數學對象類似而或多或少包含一種在思上面掌握萬有

之具形的意涵，但前者絕非後者，因為它能關連到變動者上，但後者則與變動無

關。根據類似的理由，陳康（Chen Chung-Hwan）一方面指認在《自然學後諸篇》

Z卷的一個段落作為上述所談論的對象的標準出處，並且說這是在《自然學》B

卷這裡首先被建立起來的談論180，另一方面則意圖突顯藉由「系統的解釋」

（systematische Interpretation）來談論該對象的困境，而欲訴諸「發生的解釋」

（genetische Interpretation）的理解。在這個談論的意圖下，陳康名之曰「普徧的

複合物」（Universales Konkretum，或照本論文行文慣例稱為「普遍的結合者」）。

我要藉助於陳康的幾個談論來釐清「自然物之種相」或「普遍的結合者」的意義，

並且由於我的理解與陳康並不相同，甚至是他在該論文中所反對的——因為我認

為理解的關鍵，亦即所謂「普遍的質料」（materiate universal），即是另一個「相」，

也就是作為「能」的、變動者的「類」（gevno"），但這個理解卻又主導了所有對

                                                
178

 這個談論可以參考本章第四節〔68,35-69,21〕處的說明。 
179

 Metaphysik Z, 1036a5-8：「touvtwn d’ oujk e[stin oJrismov", ajlla; meta; nohvsew" h] aijsqhvsew" 
gnwrivzontai: ajpelqovnte" d’ ejk th'" ejnteleceiva" ouj dh'lon povterovn potev eijsin h] oujk eijsin, 
ajll’ aijei; levgontai kai; gnwrivzontai tw'/ kaqovlou lovgw/.」 

180 陳康對此議題的談論出於：Chen, Chung-Hwan. Universal Concrete, A Typical Aristotelian 

Duplication of Reality. Phronesis, 9 (1964), Pp.48-57。指出與《自然學》B卷的關連則見於該論文

之 P.53。另外，陳康還有一篇在 1956 年發表的談論同一議題的中文稿，亦即〈亞里斯多德哲

學中一個為人忽視了的重要概念〉，收於：《陳康哲學論文集》，頁 229-237。兩篇文章的內容各

有不同的側重，且論述的理由與結論也彼此有異，出於一個要完善本論文之解釋立場的意圖，

理當將這兩篇文章中足以形成反對的意見都一一展示出來克服；但是在為了限定本節作為結論

的角色而避免使它不相稱地獨立成單篇論文、以及我個人心力之限制的情況下，我只好選取較

晚出的英文稿來談論，而沒有引入對中文稿的那些不同的、卻也同樣值得討論的內容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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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文獻的解釋，因而在一個處理反面意見的意義去回應陳康的談論，對於作

為本章之結論的這一節來說，也是一個不得不為的工作。對於關鍵「何謂『普遍

的質料』？」我要討論陳康的三個相關的持論、以及我根據《自然學》B卷至此

的談論對其的回應，並且逐步地指明我的理解的出於論理上的依據。在討論之

前，先引述他所指認的「標準出處」（locus classicus）如下181。 

 

oJ doJ doJ doJ d’ a[nqrwpo" kai; o J i {ppo" kai; ta; a[nqrwpo" kai; o J i {ppo" kai; ta; a[nqrwpo" kai; o J i {ppo" kai; ta; a[nqrwpo" kai; o J i {ppo" kai; ta;    

ou{tw" ejpi; tw'n kaqou{tw" ejpi; tw'n kaqou{tw" ejpi; tw'n kaqou{tw" ejpi; tw'n kaq’ e{kasta, kaqovlou e{kasta, kaqovlou e{kasta, kaqovlou e{kasta, kaqovlou    

dev, oujk e[stin oujsiva ajlla; suvnolovn tidev, oujk e[stin oujsiva ajlla; suvnolovn tidev, oujk e[stin oujsiva ajlla; suvnolovn tidev, oujk e[stin oujsiva ajlla; suvnolovn ti    

ejk toudi; tou ' lovgou kai; thsdi; th'"ejk toudi; tou ' lovgou kai; thsdi; th'"ejk toudi; tou ' lovgou kai; thsdi; th'"ejk toudi; tou ' lovgou kai; thsdi; th'"    

u{lh" wJ" kaqovlou kaqu{lh" wJ" kaqovlou kaqu{lh" wJ" kaqovlou kaqu{lh" wJ" kaqovlou kaq’ e{kaston d e{kaston d e{kaston d e{kaston d’ ejk ejk ejk ejk    

th'" ejscath'" ejscath'" ejscath'" ejscavth" u{lh" oJ Swkravth" h[dhvth" u{lh" oJ Swkravth" h[dhvth" u{lh" oJ Swkravth" h[dhvth" u{lh" oJ Swkravth" h[dh    

ejstin, kai; ejpi; tw'n a[llwn oJmoivw".ejstin, kai; ejpi; tw'n a[llwn oJmoivw".ejstin, kai; ejpi; tw'n a[llwn oJmoivw".ejstin, kai; ejpi; tw'n a[llwn oJmoivw".    

 人人人人、、、、馬馬馬馬、、、、以及其它同樣駕乎個體之上以及其它同樣駕乎個體之上以及其它同樣駕乎個體之上以及其它同樣駕乎個體之上

的的的的，，，，共同的用於敘共同的用於敘共同的用於敘共同的用於敘述各類的個體述各類的個體述各類的個體述各類的個體，，，，但但但但

其自身並非本質其自身並非本質其自身並非本質其自身並非本質，，，，乃是此一定義乃是此一定義乃是此一定義乃是此一定義（（（（按按按按

即謂相即謂相即謂相即謂相））））和這普徧和這普徧和這普徧和這普徧的質料合成的質料合成的質料合成的質料合成。。。。蘇格蘇格蘇格蘇格

拉底已是一個個體了拉底已是一個個體了拉底已是一個個體了拉底已是一個個體了，，，，但他則由於當但他則由於當但他則由於當但他則由於當

前的質料前的質料前的質料前的質料，，，，同樣解釋適用於其它個同樣解釋適用於其它個同樣解釋適用於其它個同樣解釋適用於其它個

體體體體。。。。    

 

（a）首先是陳康反駁了 Alexander，後者將上文的「tou' lovgou」和「th'" u{lh" 

wJ" kaqovlou」解釋為「gevno"」和「diaforav」，陳康認為這個解釋涉及兩個困難：

（I）所謂「普遍的質料」對立於個別質料，以人為例，個別質料是 Callias 的這

些骨與肉等等，但普遍質料若作為「類」則為「生物」，「生物」則不與上述那些

骨與肉對立。（II）此處文獻說的「定義」或「相」也不能等同於「種差」，儘管

作為「最高種差」（teleutaiva diaforav）可以等同於相，但這是就前者包含了「類」

而言的；那麼若「相」等於「種差」、「普遍的質料」等於「類」，則在文獻所言

之「合成」（suvnolon）中，「類」將出現兩次：第一次是在等同於種差之相（作

為最高種差而包含類）上，第二次則是在普遍質料182。 

（a+）現在開始回應上述：（I+）人們可以發現，陳康強調「thsdi; th'" u{lh" 

wJ" kaqovlou」和「th'" ejscavth" u{lh"」彼此的對立（對此他還另外談論了 Asklepios

的解釋來說明之），兩者的關係似乎要類似於「人」對「Callias」，因而陳康隨後

以「肉」對於「Callias 的這個肉」、「骨」對「Callias 的這個骨」來解釋普遍質料

和個別質料的對應關係183，但是他根據前述的理由並沒有順勢地承認這些就是

「類」。但是，「肉」、「骨」等等是許多個，而文獻談的卻是「這個」普遍質料而

不是許多個。那麼我便嘗試作這個解釋：普遍質料和個別質料確實是「肉」對於

「Callias 的這個肉」這樣的關係，惟「肉」、「骨」以及其他這類的，皆包含於同

一個的「生物」中，故儘管「生物」不直接與「Callias 的這個肉」或「Callias

的這個骨」對立，但是它的內容卻由諸與這些對立的結合，因而人們可以恰當地

說，「類」是「普遍的質料」而相對立於那些個別質料。（II+）上述的主張會受

到陳康指出的第二個困難的挑戰，但是人們可以發現，在指出這個困難的理由

                                                
181

 出於：Metaphysik Z, 1035b27-31。為了對照陳康隨後的談論，我將他的中譯也一併引進來，

其中譯出於前揭中文稿，載於：《陳康哲學論文集》，頁 230-231。 
182

 上述（a）項談論見於：Chen, 1964. Pp.48-49, note 4。 
183 Chen, 1964. Pp.4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4 

時，陳康是將「合成」這個結果以「在言說上行定義」的活動之結果來看待，因

而在言說之定義過程中，如若「類」和「種差」的內容有重複而不能彼此完全區

隔，則這個定義是失敗的。人們可以不必同意 Alexander 說法，但是或許應該這

樣去理解：「合成／結合」儘管可以被單純地看作在言說上行定義的結果，而如

果根據《自然學》B卷第二章的談論結果來看，自然學家去定義某某，乃是以其

在生成中所實現之相為作為目的，進一步以此目的作為「界限」去行「界定」，

將其生成之所由的、以及其生成過程中的每一步，皆以該界限而歸屬於作為目的

之變動者的相184。那麼這樣去行「定義／界定」的過程，並不僅僅只是一種言說

上的活動，而還是對「某某生成」的觀看；並且相反地，人們可以看到一種違反

陳康所要求之規則的情況——變動之「所由的」出現在變動之初、並且在變動完

成後還被包含於「所往的」，同一個內容確實出現了兩次，如果把該生成過程分

別以「所由的」和「所往的」兩次地看待而彼此對照的話。如果陳康指出的「類」

在定義中出現兩次的情況是不恰當的，那麼自然學家將不得不放棄一切的研

究——因為他們正是要去看「某某自己生成另一某某、且在過程中出現兩次地被

結合在另一某某」的情況，可見亞理斯多德對「質料」或「所由的」之描述： 

「to; prw'ton ejnupavrcon eJkavstw/」（193a10-11），某某既是「prw'ton」又是

「ejnupavrcon」，則某某當然會先後出現兩次（更精確地應說：它始終一直出現）。

又況且，陳康以「合成／結合」為單純地言說上行定義，這對自然學對象而言是

不可能的，因為人們可以預見以下情形：除非人們先知道作為界限的目的，否則

不能決定哪些運動變化的內容要被歸為同一個、以及哪一個才是最早的「所由

的」；但是除非人們知道有哪些內容會全部都朝向同一個目的、而區別那些屬於

別的目的的，否則不能知道作為界限的目的是什麼。以上這個循環的情況，唯有

通過人們實際地去觀看運動變化，進而通過對運動變化的觀照去掌握自然所行的

「綜合／結合設置」的活動，人們才可以同時知道上述兩方面的；但是一旦要這

樣去觀看，則作為「類」的卻必然地要被如陳康那樣的談論指認為在定義中出現

了兩次，譬如「精子（作為生物的靈魂）」生成了「人（作為人的靈魂）」，「生物」

當然作為「人」之「類」且最後被包含於後者，因而出現了兩次，是故「人」和

「生物」之「合成」乃是指通過生成之過程而結合。鑑於上述談論的幾個情況，

以「類」作為「普遍的質料」不但不遭受陳康這一項的批評，人們還必須反過來

不得不主張這樣，因為這是自然學家的觀看在論理上的必然要求。 

（b）陳康第二個相關談論則是討論 Ross 的一個說法：後者被評論為正確

地將「materiate universal」理解為「lovgo" e[nulo"」，但陳康進一步引用了 Hicks

的見解，將同樣是複合形容詞的「e[nulo"」與「e[nudro"」根據類比地看待，而

                                                
184

 從另一方面來看，「suvnolon」一詞從「sun」從「oJlo"／oJlon」，字面上是指「共為整體」；人

們可以側面地藉助於亞理斯多德在之後文獻第三章的談論：在舉例說明四種原因的前兩種時，

他說「ta; mevrh tou' o{lou」和「tov o{lon」分別作為第一種和第二種原因（195a20-21），換言之

「整體」可以在放在變動中的被談論為第二種原因，亦即作為「相」的原因。那麼「suvnolon」
便可以指上述這種結合的整體並且由其結合而能帶出活動的意義，並且是「相」；而如若普遍

質料與定義的「共為整體」是「相」，那麼普遍質料當然也是相，而要進一步被恰當地指為是

「類」的相，如我在前面已經談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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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它們可以有兩個歧義：「在質料中的」／「在水中的」或「在其中有質料的」

／「在其中有水的」，而亞理斯多德使用的是後一個意思。隨即陳康以《論靈魂》

談論「怒氣」等例子的情況指出一個被以「e[nulo"」所形容的可以共同擁有上述

兩種意思：在質料中、並且其定義也包含質料。據此，他說：「普遍的結合者」

與「相」（「ei\do"」的一個意思）兩者同作為「lovgo" e[nulo"」，都是「在質料中

的」，但是前者「在其中有質料」、後者則沒有；而「普遍的結合者」與「可感之

質料的『種』（「ei\do"」的另一個意思）」之同作為「lovgo" e[nulo"」亦同樣地，

都是「在質料中的」，但前者「在其中有質料」、後者則沒有185。換言之，「普遍

的結合者」在質料中、並且擁有質料，但是與個別質料結合的「相」則缺乏後一

個意義，而作為「普遍的結合者」之構成的一部份的「可感之質料的種」——亦

即「肉」、「骨」等等——則亦不擁有質料。是故，「普遍的結合者」不是「相」、

亦不是「可感之質料的種」，那麼作為結合入普遍的結合者而作為其一部份的「普

遍的質料」也就與此對應地一方面不是「相」（或「相」的內容）、另一方面不是

「可感之質料」，因而實際上陳康最後指出了將「materiate universal」理解為

「lovgo" e[nulo"」會遭遇到的困境。 

（b+）人們可以發現陳康在這項談論中有一個基本的見解：「質料」根據亞

理斯多德在緊接上述「標準出處」後的談論中被指為根據自身不能被認知，但作

為被認知的則有「可感的」與「可思的」兩種186，除此之外不再有別的意義，據

此凡被稱為「質料」的必須與「相」嚴格地區別。確實，在第一哲學裡對「質料

自身」與「相自身」的談論應該如此嚴格區別，但是正如陳康自己所言，「普遍

的結合者」或「普遍的質料」乃是自然學研究的基礎，最初地源自於《自然學》

B卷而不是《自然學後諸篇》Z卷所首創。儘管如此，陳康在其論文中似乎是為

了強調普遍的結合者在《自然學後諸篇》中不協調的地位，以致於並沒有根據《自

然學》B卷本身的理序來定位上述所謂的「自然學研究的基礎」，更不曾討論亞理

斯多德在 194b9-15 所區別之自然學家的觀看的條件與第一哲學的區分，對於自

然學家去看待「質料」會有什麼不同的結果。因而對於前述（b）項談論的回應，

我嘗試先用一個或許奇怪的問題來作引子：所謂的「lovgo" ejn-u{lh/」中「u{lh」指

的是什麼？正如在上述「標準出處」的文獻中談論了「普遍的質料」，質料至少

就區分為個別的和普遍的，那麼說「materiate universal」是一種「lovgo" ejn-u{lh/」，

這是指它是一種「在個別質料中／擁有個別質料」的言說或「在普遍質料中／擁

有普遍質料」的言說？這是陳康所沒有提到的還有兩種的可能，但是他似乎出於

「質料不是相，因而作為普遍的質料不能是相而是某種定位不明的東西」這個看

法，只承認「lovgo" ejn-u{lh/」中「u{lh」指的是個別質料；又況且，如果「materiate 

universal」本身還擁有「materiate universal」確實看起來又更荒謬了。但是，如

若能接受在某些時候「質料」一詞所談的是「相」，那麼這些都能被理解。一個

很明顯的談論出於《自然學》B卷 194b8-9：「tw'n prov" ti hJ u{lh」，這個談論在

                                                
185

 Chen, 1964. Pp.50-51. 
186 Metaphysik Z, 1036a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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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該處當被看作用以解釋「ejn u{lh」和「ejn eJtautw'/ e[cei uJlh;n」的依據187，而

凡作為「prov" ti」就不可能是根據自身是質料的，因為質料根據自身不能被言

說和稱呼而無任何規定，只能藉由它與「種／相」的結合而就其「種／相」來看

作為「prov" ti」。那麼，自然學所言的「質料」，則至少是指質料與其「種／相」

的結合，而以後者進入自然學的談論裡。就這個意義下，在人們的言說裡被談論

的「質料」乃是相，而進一步若「質料」進入原因的談論，則它也是作為相被掌

握188。據此，「普遍的質料」即是作為「普遍的結合者」之「類」的相，而「類」

還有其「類」，故「materiate universal」本身還擁有其「materiate universal」；當

「普遍的結合者」進入原因的分解時，「普遍的質料」則將作為「類」被設定成

原因。 

（g）陳康根據上一項談論進一步指出，正是由於「普遍的結合者」和「普

遍的質料」不同於相及可感質料的種，亞理斯多德發展了對柏拉圖學院的批評：

「把所有東西歸於相而減去質料是無用的；因為有些東西確實是個別的相在個別

質料中，或個別物在個別狀態中。」189而「普遍的結合者」在其定義中不但包含

相、還包含質料（普遍的質料），而「相」的定義卻不包含可感質料190。 

（g+）這項談論是值得再商榷的，因為陳康一方面指稱由於普遍結合者包

含普遍質料，因而亞理斯多德能據此批評柏拉圖學院減去了個別質料的主張，但

是，「普遍的質料」與「個別的質料」是明顯地被對立的，前者如何替代與個別

的相結合的後者的地位，而使得亞理斯多德的主張更有力於柏拉圖學院諸子？況

且，根據本章第二節〔62,5-26〕處的分析結果，亞理斯多德批評柏拉圖學院諸子

乃是就其不觀看生成而言的，而並不是反對作為自然學對象的普遍結合者與個別

質料的分離；以此來理解亞理斯多德的主張，至少在《自然學》B卷這部文獻中

能獲得一致的支持，並且並不產生普遍質料之定位不明的問題。 

陳康的這些談論都刻意避免了「質料」可以被看作「相」、且在生成之活動

中能作為「類」而被結合入「種／相」的解釋，他似乎意圖想突顯「普遍的結合

者」以及「普遍的質料」不見容於所謂「傳統上的系統解釋」的地位。確實，陳

康的觀察有其論理和文獻上的依據，並且一方面是正確的，因為在這個意義下「普

遍的質料」確實是定位不明的：由於質料乃是對變動後所完成的相根據類比而回

溯地設定的，那麼該「質料」並不特指哪一個，而僅僅只是在思想上一般的、且

作為變動完成之「相」的所由而來的且包含在其內的承載者191；故而該質料作為

普遍的、沒有限定的。但是它卻「能」被限定，正如可思的質料在感覺中出現但

卻不是就其作為可感覺而言的，普遍的質料能在思想上被限定，而一旦被限定，

                                                
187

 因為在該文獻段落中，這個談論是被用來支持自然學家去看「擁有質料且在質料中之相」的

理由。 
188

 可以對照隨後亞理斯多德在文獻第三章對第一種原因的舉例，其所舉的多有在技術中被稱呼

為「質料」的，但這些卻在第一種原因的意義下被談論為「所由的、在從原理而來者中的」相。

參見本論文第四章第二節〔94,16-97,6〕處的談論。 
189

 Metaphysik Z, 1036b22-24. 
190 Chen, 1964. P.51. 
191

 相關論述可參考前文第二章第四節〔68,35-69,21〕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7 

則它就作為「類」，故而被我稱為「作為『能』的相」。人們應注意，在自然學的

談論中並不根據質料自身來看質料，而是將其看作歸屬於相的，在此一歸屬中質

料取得限定，那麼「普遍的質料」就必須在自然學之談論中作為「類」而被掌握。

陳康的談論沒有區別根據質料自身來看質料、以及把質料看作歸屬於相的，而僅

採取前一種的立場（亦即根據《自然學後諸篇》的談論來看），以致於將普遍的

質料作為「類」甚至「相」的說法對他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但是這項區別卻是自

然學研究之所以成立的基本設定，也是亞理斯多德在本章通過「目的的視野」之

設立所意圖指明的。 

那麼，如果人們能同意至少在自然學此一科學的範圍內192，「普遍的質料」

能根據該學科之視野的意義而被看成作為「類」之相，那麼「普遍的結合者」即

是「種／相」，亦即作為類的「質料」與作為種的相的結合，其關連到變動者的

意義乃是從說「種／相」以「類」作為其質料的意義而來，這是出於一種在生成

活動中之觀看的意義，「類」後者被看作是「種／相」之所由而生成的、且在整

個生成之過程中自己承載著自己之生成活動的內容，據此作為包含了「類」的「種

／相」被說成是自己作為自己之基體的、且自己在結合自己之基體而是的意義下

關連到該種變動者的生成活動的。據此，上述「標準出處」之文獻的意義可以被

這樣解釋：普遍的結合者是「種／相」，其駕乎諸變動的個體之上而是通過「目

的的觀看」所界定的變動之個體的定義，其自身並非個別的結合本質，而是「種

／相」自己與其「類」在活動之意義上結合的；蘇格拉底作為個別的結合者，則

是「種／相」再與個別質料結合的結果，但這並不進入自然學的言說裡，正如自

然學家就 Sophroniskos 誕生 Sokrates 這回事只能談論「人誕生人」，而不能知道

透過什麼前者誕生的是這一個後者而不是別的（除非是根據共行來認知），因為

後一種狀況涉及的是對個別質料的言說，但它並不能進入原因的認知。 

這一章確定了變動者的「種／相」於「目的的視野」中被設立的意義後，

接著在下一章亞理斯多德正式要進入對「種／相」的原因分解的談論。 

 

 

 

 

 

 

 

 

                                                
192 或許普遍的質料是否能被視為類之相的這個問題，可以藉助發生學方法的斷定而由亞理斯多

德早期與晚期見解的轉變來解釋，但是這並非本論文所能關注的。本論文僅限於根據《自然學》

B卷的考察而對上述問題作出回答：至少人們必須承認，在這一部屬於所謂「早期著作」的文

獻裡，以「扁鼻」為範型的這一類的對象並沒有陳康所觀察的那種在理論的秩序中定位不明的

困境。至於這裡的主張是否隨即而有所謂「Verdopplung der Wirklichkeit」的問題，則不是以本

論文的篇幅能繼續談論的。 


